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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 大甲幼獅工業區重金屬鎳污染來源與途徑調查構想 

一、水文地質調查背景資料 

依據中央地調所水文地質資料庫查詢結果，大甲幼獅工業區地層條件屬全新世

沖積層，主要地層組成以礫石、砂、粉砂及粘土為主，如圖 4.6.2-2 所示。鄰近大甲

幼獅工業區地調所過去執行過 1 口水文地質鑽探作業，井名為華龍國小(060301G1)，

相關地質鑽探結果如圖 4.6.2-3 所示，此井深度 160 公尺且位於工業區內，最能代

表工業區地質結構概況。工業區淺層土壤以礫石為主，約至地表下 40 公尺深開始出

現較厚之細砂質泥層，可能為第一阻水層所在位置。預估含水層分層概況其第一含

水層為地表下 0~40 公尺深，第一阻水層為地表下 40~50 公尺。 

此外，本計畫依據過去監測井鑿設過程之土壤取樣紀錄，結果顯示幼獅工業區

海拔高程約在 40 至 50 公尺之間，整體工業區地勢為由東南向西北傾斜，地表坡度

約 1.05。由監測井過去水位監測紀錄發現，水位深度約距地表約 6 至 10 公尺，而

豐枯水位差距可達 5 至 10 公尺，可能與工業區內廠商抽用地下水充當製程用水有

關。（抽水井的分布與深度目前亦未有完整資料）。此外，從前述地調所地質井與監

測井土壤取樣紀錄發現，飽和含水層以粗砂夾卵礫石為主，土壤性質為砂質礫土，

由監測井微水試驗結果含水層水力傳導係數範圍約 0.075~14.860 m/day，平均為

1.599 m/day，通透性佳。至於地下水位監測與地下水流場分布狀況，過去調查記錄

較少提及這類調查成果，多半以大區域概估此地區地下水流向為由東南往西北流。 

綜合前述水文地質資料與預警井網當初設井時候的鑽探紀錄，如表 4.6.2-2，此

地區地質組成不論地調所文獻或各單位鑿井取得之土壤剖面資料大致都相近，地質

主要為灰棕色卵礫石夾粗中細砂，土壤中砂礫所佔比例在 0~25%之間，砂土約在

45~90%之間，粉土約在 5~20%左右，粘土則約佔 10%左右；而相對水位監測較為

不足。此地區未來應著重於地下水位監測與流場分布進行調查與評估。上述文獻資

料亦為後續進行地下水流場模式模擬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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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2 大甲幼獅工業區預警網監測井水文紀錄資料表(1/2) 

站名 大甲#2 大甲#3 大甲#4 大甲#5 

井號 L00165 L00166 L00167 L00168 

設井日期 102 年 9 月 7 日 102 年 9 月 6 日 102 年 10 月 17 日 102 年 10 月 19 日 

地下水位 

(TOC, m) 
2.72 3.77 3.61 3.70 

孔徑 6 吋 6 吋 6 吋 6 吋 

井徑 2 吋 2 吋 2 吋 2 吋 

井深 

(TOC, m) 
25.07 25.11 25.12 25.10 

篩孔尺寸 0.01 吋 0.01 吋 0.01 吋 0.01 吋 

井篩區間 

(TOC, m) 
2.49~24.99 2.53~25.03 2.54~25.04 2.522~25.022 

皂土封 

(TOC, m) 
0.87~1.57 0.71~1.51 0.82~1.52 0.902~1.602 

細砂封 

(TOC, m) 
1.57~1.87 1.51~1.81 1.52~1.82 1.602~1.902 

濾料封 

(TOC, m) 
1.87~25.07 1.81~25.11 1.82~25.12 1.902~25.102 

二度分帶座標 

(TWD 97) 

E 214604.22 214188.48 213786.65 213806.34 

N 2700349.61 2700684.18 2700920.02 2700698.32 

井頂高程 

(MSL, m) 
38.550 33.102 28.837 28.812 

滲透係數(m/s) 1.34×10-5 3.57×10-5 2.94×10-5 2.57×10-5 

單井流速 

(m/day)/流向
（度） 

0.92/245.4 0.66/74.6 0.057/258 0.28/255.2 

含水層粒徑分析/取
樣深度 

礫石：27% 

砂：67% 

坋、黏土：6% 

（地下 4~5m） 

礫石：38% 

砂：54% 

坋、黏土：8% 

（地下 4~5m） 

礫石：37% 

砂：54% 

坋、黏土：9% 

（地下 4~5m） 

礫石：37% 

砂：56% 

坋、黏土：11% 

（地下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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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2 大甲幼獅工業區預警網監測井水文紀錄資料表(2/2) 

站名 大甲#6 大甲#8 大甲#9 大甲#10 

井號 L00169 L00170 L00171 L00172 

設井日期 102 年 9 月 2 日 102 年 9 月 3 日 102 年 9 月 4 日 102 年 9 月 5 日 

地下水位 

(TOC, m) 
3.85 3.78 4.27 4.82 

孔徑 6 吋 6 吋 6 吋 6 吋 

井徑 2 吋 2 吋 2 吋 2 吋 

井深 

(TOC, m) 
25.08 25.10 25.05 25.11 

篩孔尺寸 0.01 吋 0.01 吋 0.01 吋 0.01 吋 

井篩區間 

(TOC, m) 
2.50~25.00 2.52~25.02 2.47~24.97 2.53~25.03 

皂土封 

(TOC, m) 
0.98~1.58 0.90~1.60 1.05~1.65 0.81~1.61 

細砂封 

(TOC, m) 
1.58~1.88 1.60~1.90 1.65~1.85 1.61~1.81 

濾料封 

(TOC, m) 
1.88~25.08 1.90~25.10 1.85~25.05 1.81~25.11 

二度分帶座標 

(TWD 97) 

E 213903.94 214440.93 214322.24 214276.20 

N 2700343.77 2699893.29 2699746.19 2699603.15 

井頂高程 

(MSL, m) 
35.365 40.972 40.542 41.541 

滲透係數(m/s) 5.80×10-5 1.88×10-5 4.91×10-5 3.63×10-5 

單井流速 

(m/day)/流向
（度） 

0.30/135.7 0.31/176.5 0.57/173.7 0.15/298.8 

含水層粒徑分析/取
樣深度 

礫石：37% 

砂：55% 

坋、黏土：8% 

（地下 4~5m） 

礫石：26% 

砂：71% 

坋、黏土：3% 

（地下 4~5m） 

礫石：3% 

砂：93% 

坋、黏土：4% 

（地下 5~7m） 

礫石：35% 

砂：57% 

坋、黏土：8% 

（地下 5~7m） 

註：TOC：井頂(top of casing)，指參考點為井頂。  MSL：mean sea level，為平均海拔高程。  單井流向角度：

以正北為 0 度，順時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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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監測井分布現況 

大甲幼獅工業區區內共計有 10 口工業區自設監測井及 12 口環保局監測井，監

測井基本資料彙整如表 4.6.2-3、位置分布如圖 4.6.2-4 所示。工業區自設井主要為

了監測備查辦法所設置，依據環保署「全國高污染潛勢工業區地下水質預警監測井

網規劃建置計畫」使用 MEMO 模式進行監測效益評估，預期這 12 口預警井網可達

到約 90%的監測效益，有效監測範圍可涵蓋目前永日化學場址之污染區位。然而對

於 B00429 近年發生之重金屬鎳污染的監測效益則不佳。因此，本計畫佈井重點著

重在 B00429 上游污染源的查證工作，以及下游擴散範圍的釐清。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調所  

圖 4.6.2-2 大甲幼獅工業區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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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3 大甲幼獅工業區地下水監測井基本資料表 

序 井號 監測井名稱 

井

徑 

(吋) 

井頂 

高程 

(m) 

地下水井型式 EX NY 
監測井 

性質 

井深 

(m) 

1 B00331 馬光 MW103-01 2 50.88 隱藏式(人孔式) 215428 2699871 場置性 13.10 

2 B00373 預警網-大甲#12 2 46.95 隱藏式(人孔式) 214519 2699261 場置性 17.71 

3 B00428 
TY02 

(大甲幼獅工業區內) 
2 42.48 平台式 215011 2700162 場置性 7.80 

4 B00429 
TY09 

(大甲幼獅工業區內) 
2 46.31 平台式 214587 2699222 場置性 15.50 

5 L00001 華龍國小 4 37.54 平台式 214304 2700121 區域性 15.34 

6 L00108 永日化學 MW9927-01 2 46.54 隱藏式(人孔式) 214983 2699840 場置性 11.30 

7 L00109 永日化學 MW9927-02 2 47.04 隱藏式(人孔式) 214962 2699817 場置性 13.41 

8 L00110 永日化學 MW9927-03 2 47.35 隱藏式(人孔式) 214995 2699789 場置性 11.40 

9 L00163 
EPB-102-MW1 

(永日驗證井) 
2 45.93 隱藏式(人孔式) 214974 2699829 場置性 12.00 

10 L00167 預警網-大甲#4 2 28.84 隱藏式(人孔式) 213786 2700920 場置性 24.80 

11 L00168 預警網-大甲#5 2 28.81 隱藏式(人孔式) 213806 2700698 場置性 24.60 

12 L00169 預警網-大甲#6 2 35.37 隱藏式(人孔式) 213903 2700343 場置性 25.09 

13 L00170 預警網-大甲#8 2 40.97 隱藏式(人孔式) 214440 2699893 場置性 25.10 

14 L00171 預警網-大甲#9 2 40.54 隱藏式(人孔式) 214322 2699746 場置性 25.06 

15 L00172 預警網-大甲#10 2 41.54 隱藏式(人孔式) 214276 2699603 場置性 25.11 

16 TY01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1 2 54.68 隱藏式(人孔式) 215506 2699352 工業區備查 12.80 

17 TY02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2 2 42.48 隱藏式(人孔式) 215011 2700162 工業區備查 7.80 

18 TY03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3 2 43.90 隱藏式(人孔式) 214661 2699811 工業區備查 10.00 

19 TY04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4 2 43.90 隱藏式(人孔式) 214050 2699660 工業區備查 9.80 

20 TY05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5 2 52.58 隱藏式(人孔式) 215006 2698721 工業區備查 14.20 

21 TY06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6 2 29.64 隱藏式(人孔式) 213959 2700823 工業區備查 7.60 

22 TY07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7 2 53.76 隱藏式(人孔式) 215789 2699565 工業區備查 11.30 

23 TY08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8 2 55.83 隱藏式(人孔式) 215454 2699214 工業區備查 15.50 

24 TY09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09 2 46.31 隱藏式(人孔式) 214587 2699222 工業區備查 15.50 

25 TY10 大甲幼獅工業區 TY10 2 50.30 隱藏式(人孔式) 214981 2699176 工業區備查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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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華龍國小 二度分帶座標 

井號 060301G1 
EX: 21445.14 
NY: 2700042.87 高程 40 m 

井址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工二路 1 號（華龍國小）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水文地質資料庫 

圖 4.6.2-3 大甲幼獅工業區周圍地質鑽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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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4 大甲幼獅工業區地下水監測井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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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金屬鎳之可能污染概念模型 

以歷年監測數據顯示，B00429 與 B00373 監測井之鎳濃度互有上升現象，如

圖 4.6.2-5 所示，B00429 自 102 年開始監測以來，重金屬鎳含量一直高於監測標準

(0.5mg/kg)甚至有超過管制標準現象，而 B00373 從 103 年開始加入監測行列，於

105 年開始有超過管制標準現象，於今年豐水期鎳含量才降低下來。 

由於此兩口監測井距離相近，約為 80 公尺，根據大甲幼獅工業區的地質特性與

此兩口井的水力傳導係數顯示此地區地下水流速快，推測偏酸性且含高濃度鎳之地

下水已由 B00429 傳輸至 B00373 監測井處為可能的原因之一。而豐枯水季鎳含量

互有高低差異，不排除有另外來源的干擾，由於四好橋溝橫跨兩口監測井中間，且

收納幼獅工業區的雨排水﹙工業區雨排渠道分布如圖 4.6.2-6 所示，為地下化渠道，

平均寬度約 2.5 公尺、高度約 2 公尺﹚，各雨排渠道出口端連接至四好橋溝溪，出口

樣式大致如圖 4.6.2-7，雨排之水質或底泥是否影響此兩口井之監測數據，後續若有

經費亦建議需要釐清。 

本計畫依照現有掌握的水文地質條件與調查資料，初步繪製重金屬鎳可能的污

染概念模型如圖 4.6.2-8 所示，本計畫未來調查作業初步以兩大重點為主﹔(1)著重

在 B00429 鄰近與上游事業污染源端之查證工作，(2)後續若有經費時需要針對四好

橋溝之上中下游底泥與工業區雨排管理情況進行污染途徑調查，進而限縮可能污染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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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5 幼獅工業區 B00429 與 B00373 歷年監測鎳含量歷線圖 

 
 
 

 

圖 4.6.2-6 幼獅工業區地下雨排渠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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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7 四好橋溝沿線吸納幼獅工業區雨排設施 

 
 

 

圖 4.6.2-8 幼獅工業區 B00373 與 B00429 可能污染來源之 SCM 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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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3 大甲幼獅工業區重金屬鎳污染來源與途徑調查方法 

現場調查分兩大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為工業區水文地質條件收集彙整工作，包含現

有資料統整、工業區內監測井水位高程監測作業與含水層傳輸模擬等，以掌握工業區之

水文地質現況；第二部分則為可能污染來源之調查，包括工業區內之工廠調查，透過工

廠實地的現勘與訪談，由環境場址評估結果，篩選具高污染潛勢工廠，再執行進場查證

工作。最後依據前述調查結果，提出後續行政管制措施之適當建議。各項執行重點以下

分述之： 

一、工業區水文地質條件收集與彙整工作 

由於今年度例行計畫之經費有限，無法針對工業區進行地質鑽探、地球物理探

測等水文地質條件補充調查工作，僅能加強過去相關專案對於此地區之水文地質條

件文獻之統整作業，以協助後續研判污染來源與擴散程度之參考。 

針對地下水流場分布部分，需要長期地下水位高程量測數據，因此，本計畫額

外針對大甲幼獅工業區進行地下水位高程監測作業，監測月份以含跨豐枯水季為主，

預計自 107 年 3 月至 10 月，施測水位高程之監測井以 12 口預警監測井為主。再依

據文獻蒐集資料與本計畫之水位高程量測結果，進行大甲幼獅工業區地下水流場分

布評估工作。 

截至今年 7 月，已額外執行五次幼獅工業區地下水位高程測量工作，數據整理

於表 4.6.2-4，茲將水位監測結果以等水位線方式測繪如圖 4.6.2-9，其中 TY07 與

TY06 分別座落於工業區東西兩側的邊界點，以克利金推估時會有收斂現象，撇除邊

界點計算結果，幼獅工業區大區域地下水流向大致由東略向西南，主要與西邊鄰近

海岸邊界有關。但從各月的水位高程量測紀錄來看，大區域的地下水流場亦受到工

業區內廠商抽水效應的影響，局部地區的地下水流向即不能以大區域的流向圖來評

估。此外，幼獅工業區西南面密布農田，此地區農業活動亦多抽用地下水灌溉，以

水田平均抽水井抽水量約 50CMD 至 80CMD 概估，幼獅工業區西南面農業活動密

集地區的抽水量與對於幼獅工業區邊界區域地下水流場的變化影響甚鉅。 

從水位高程分布圖亦可發現工業區內部亦可能受到抽水效應等工業活動的影響，

導致部分監測井水位高程有收斂或發散現象，尤其 L00001、L00169、L00170 等監

測井在四月份時，水位高程異常升高，推測在水位高程量測作業時與抽水效應消失

有關。另外，依據本計畫於執行環境場址評估階段，多數工廠皆有自設水井進行抽

水，顯示整體幼獅工業區地下水流場明顯受到抽水效應的影響，局部的地下水流向

可能與每口水井分布、抽水量與抽水頻率有關。 

本計畫初步以水污染許可列管的用水申請量觀察此地區抽水狀況，於調查範圍

內，共有 11 家工廠登記抽用地下水充當製程用水，如下表 4.6.2-9，許可地下水使

用量約在 10 CMD 到 300 CMD 之間，調查範圍地區保守估計抽水量至少大於

900CMD。尚未包括其他水污未列管工廠或者其他許可管制工廠有未申報的抽水井。

因此，在對工業區各工廠抽水井的使用資訊資料不足情況下，局部地下水流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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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困難。 

 

表 4.6.2-4 大甲幼獅工業區地下水位高程測量結果（107 年 3 月~7 月） 

井號 

(井代碼) 

井點 

X 座標 

(EX) 

井點 

Y 座標 

(NY) 

井

徑

(in) 

井深 

(m) 

井頂 

高程

(MSL,m) 

高程

測量

方式 

水力傳

導係數

(m/day) 

107 年 

3 月 

(m) 

107 年 

4 月 

(m) 

107 年 

5 月 

(m) 

107 年 

6 月 

(m) 

107 年 

7 月 

(m) 

B00428 215011 2700162 2 7.8 42.48 DGPS 0.539 4.67 4.22 5.04 4.26 3.65 

TY03 214661 2699811 2 10.0 43.90 DGPS 0.631 7.84 7.49 7.71 7.62 6.38 

TY04 214050 2699660 2 9.8 43.90 DGPS 0.174 7.16 7.16 7.48 7.05 5.56 

TY05 215006 2698721 2 14.2 52.58 DGPS 1.59 11.73 11.6 11.57 10.61 9.78 

TY06 213959 2700823 2 7.6 29.64 DGPS 1.465 4.33 4.24 4.71 5.57 4.26 

TY07 215789 2699565 2 11.3 53.76 GPS 0.174 4.40 4.48 5.76 4.07 3.55 

TY08 215454 2699214 2 15.5 55.83 GPS 0.539 11.80 11.67 11.70 10.74 9.99 

B00429 214587 2699222 2 15.5 46.31 GPS 0.539 9.69 9.31 9.42 8.86 7.47 

TY10 214981 2699176 2 15.2 50.30 GPS 0.002 9.93 9.71 11.82 9.26 8.21 

B00373 214519 2699261 2 17.7 46.95 未知 0.277 10.56 10.18 10.31 9.97 8.34 

L00001 214304 2700121 2 15.3 37.54 未知 2.039 6.19 2.84 5.61 5.67 4.40 

L00167 213786 2700920 2 24.8 28.84 未知 1.621 3.86 3.67 4.17 3.68 3.54 

L00168 213806 2700698 2 25.1 28.81 未知 0.603 5.35 5.28 5.30 5.98 4.81 

L00169 213903 2700343 2 25.1 35.37 未知 3.437 6.49 5.01 6.44 6.36 5.37 

L00170 214440 2699893 2 25.1 40.97 未知 1.661 7.21 2.27 7.06 7.01 5.82 

L00171 214322 2699746 2 25.1 40.54 未知 4.244 7.77 6.90 7.12 6.97 5.75 

L00172 214276 2699603 2 25.1 41.54 未知 3.138 8.50 7.71 7.93 7.57 6.30 

註：井號 TY 開頭為工業區自設井，其中 B00428 為 TY02、B00429 為 TY09 

 

(a)107 年 03 月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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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7 年 04 月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圖 

 

(c)107 年 05 月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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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7 年 06 月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圖 

 

(e)107 年 07 月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圖 

 

圖 4.6.2-9 大甲幼獅工業區大區域地下水位高程分布測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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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5 大甲幼獅工業區部分廠家水污許可證登載製程用水種類統計表 

公司名稱 
地下水用水量 

(CMD) 

自來水用水量 

(CMD) 

其他、回收水 

(CMD) 

總用水量 

(CMD) 
備註 

新能化工 220 – 65 285   

阿克蘇諾貝爾 280 – – 280   

佑益烤漆工業 21 – – 21   

矽比科亞洲公司寶琳公司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泰億幼獅二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北裕塑膠 – 20 – 20   

美商恆旭實業台灣分公司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冠億齒輪幼三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陽明電機台中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永日化學 153 27 – 180   

大甲永和機械五廠 8 32 – 40   

鈦鈿工業 – – – –   

永信藥品 5 5 – 10   

鴻宇興科技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品岳科技 – 46.5 – 46.5   

卜威工業 20 – – 20   

台姿記工業 70.55 – – 70.55   

裕珍馨 41.87 – – 41.87   

國嘉製藥幼獅三廠 – 15 – 15   

生燦科技幼師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國慶化學大甲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功億工業 – 37.58 – 37.58   

偉兒達工業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金毅達實業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景順實業 40 – – 40   

汐茂材料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大甲永和機械 24.2 – – 24.2   

謙勝興業幼師廠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巨毅金屬工業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全昌（股）公司 – – – – 無相關許可資料 

合計 883.62 – – – – 

資料來源: 依據 EMS 水污許可證統計資料。上述廠家名單以本計畫調查範圍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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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區事業單位污染調查與查證工作規劃 

本計畫將幼獅工業區重金屬鎳污染的調查作業概分為三步驟進行，第一步驟建

立幼獅工業區工廠背景資料與工廠位置分布地理資訊化作業，第二步驟為環境場址

評估(ESA Phase I)工廠名單篩選與執行，第三步驟為污染調查與查證(ESA Phase 

II）名單篩選與實廠調查，茲說明各步驟作業方式如下，並以圖 4.6.2-10 作業流程說

明。 

(一)建立幼獅工業區工廠背景資料 

1、背景資料蒐集 

本計畫針對幼獅工業區之基本資料、水文地質背景資料及過去地下水污染

調查資料等三大項進行蒐集彙整。其中基本資料部分包含地理位置、歷史沿革

及產業型態；水文地質背景資料則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水文地質資料

庫」及「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鑽探資料；過去地下水污染調查資料將彙整各

期環保署「全國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管理計畫」、環保署「全國高污染潛勢

工業區地下水水質預警監測網規劃建置計畫」及臺中市環保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等調查結果。 

2、幼獅工業區廠商名冊 

為完整彙整工業區內之廠商名冊，本計畫利用經濟部工業局幼獅工業區廠

商平面配置圖、經濟部工業局工廠公示資料系統、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網路系

統之廠商名單及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提供廠商名單等四項來源進行

廠商名冊彙整，並初步篩選所彙整之廠商名冊是否有操作含鎳製程之工廠。 

3、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整合工廠資料 

後續即利用 EMS 系統取得幼獅工業區內工廠之相關基本資料，主要包含：

廠商之產業別、設置年代、空、水、廢、毒相關列管與申報資料、環保署稽查

與罰則記錄、原物料及相關製程資料等。目的在於預先整理可能有操作含鎳製

程之廠家。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網站資料，目前大甲幼獅工業區內廠商總數約為 230 餘

家，其中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九條公告事業比例約佔 53%。大甲

幼獅工業區產業結構主要工業類別為金屬製品製造業(17%)、機械設備製造業

(11%)、化學材料製造業(11%)及塑膠製品製造業(10%)，這類製程常含括金屬

表面處理或運用含氯有機物進行清洗等，運作特性對土壤和地下水有較高污染

潛勢。工業區內產值規模較大之工廠計有廣源造紙廠、永信藥品公司、日南紡

織公司及同泰電子公司等。 

由超標的兩口監測井相對位置可見，B00429 井址位於區內周界、B00373

位於周界外，本計畫初步建議針對檢出重金屬鎳超標之 B00429 監測井（編號

大甲#11）為中心，以 B00373 與 B00429 兩座監測井相對上游區域為主，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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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雨排匯入口 6 號、7 號、8 號等範圍，初步繪製本計畫調查範圍如圖 4.6.2-11

所示，若以道路劃定範圍，則包括工九路以南、工十路以北；幼五路以東、幼

九路以西的範圍內需進行事業端（工廠）清查的工作。 

本計畫初步篩選此範圍內登記的事業單位至少有 95 家，數量相當大，考

量人力物力關係，無法於單一年度內完成清查作業，因此為限縮優先且有效的

調查對象，與承辦單位討論後優先以具水污染許可證暨重金屬鎳相關行業別為

主，篩選後此範圍內共有 28 家廠商符合此條件。 

重金屬鎳之主要用途為鋼鐵之添加物、金屬合金或電鍍產品，一般生產不

銹鋼之煉鋼廠亦需要在鐵液中添加鎳成分，以使鐵材達到不易生銹的效果。在

電鍍工業中，鎳亦為重要之批覆金屬，其具金屬光澤與抗磨耐酸之特性，能使

金屬製品常保如新，而電鍍工廠之含鎳電鍍廢水如無經妥善處理，常使地下水

受到嚴重污染。比對大甲幼獅工業區內，相關使用到重金屬鎳行業別中，以金

屬表面處理業（電鍍程序）、金屬基本工業（鋁合金煉製程序）、印刷電路板製

造業（面版製造程序）等行業類別相關性最高。本計畫初步篩選欲進行後續場

址評估之事業單位名單彙整如表 4.6.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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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10 幼獅工業區地下水重金屬鎳污染範圍限縮調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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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6 幼獅工業區製造程序含鎳之可能廠商 

工廠名稱 
工廠 

登記編號 

EMS 

管制編號 
產業類別 主要產品概述 

卜威工業（股）公司 99633123 L8804786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大甲永和機械工業（股）公司 99633305 L8801374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其他金屬製品,通用

機械設備 

比歐化學有限公司 99633208 L8802424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清潔用品,化粧品 

功億工業（股）公司台中廠 99633560 L8802031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其他金屬製品 

台姿記工業（股）公司 99633302 L8801267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加工處理 

同泰電子科技（股）公司青年廠 99703035 L8807698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 

佑益烤漆工業（股）公司三廠 99712543 L8804857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加工處理 

金隆化學工業（股）公司幼獅廠 99633074 L8802362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塑膠及合成橡膠原料,耐

火、黏土建材及其他陶

瓷製品 

英鼎工業（股）公司 99635276 L8800877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通用機械設備 

泰億工業（股）公司幼獅廠 99634880 L8801301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加工處理,育樂用品 

野寶科技（股）公司 99634081 L8803083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陸昌化工（股）公司幼獅廠 99635031 L8801132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 

陸昌化工（股）公司青年廠 66000626 L88A0987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 

景順實業（股）公司 99634041 L88002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金屬家具 

竣淵科技（股）公司 99633134 L8807054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加工處理 

竣淵科技（股）公司二廠 99712733 L8805550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加工處理,通用機械

設備,自行車及其零件 

隆紳（股）公司 99640976 L88002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 

新加坡商阿克蘇諾貝爾（股）公

司台灣分公司 
99635119 L8801249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 

新能化工（股）公司 99633509 L8801187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 

塗料、染料及顏料 

慶泰樹脂化學（股）公司 99635016 L8800171 化學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塑膠及合成橡膠原料,塗

料、染料及顏料 

慶泰樹脂化學（股）公司二廠 66004124 B8801743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塗料、染料及顏料 

聯誠金屬工業（股）公司二廠 66002850 B8801010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其他金屬製品 

品岳科技（股）公司 66006051 B8802795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其他金屬製品,汽車零件,

機車及其零件,自行車及

其零件 

功億工業（股）公司台中二廠 6000016 L8802031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其他金屬製品,通用機械

設備 

大甲永和機械（股）公司五廠 99713249 L88A0452 金屬製品製造業 
鋼鐵,其他金屬製品,通用

機械設備 

正鵬工業（股）公司 99633635 L8801356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其他金屬製品 

岠燁工業（股）公司 99713133 L8804820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 

金毅達實業（股）公司台中廠 66000345 B8800988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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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11 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調查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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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場址評估(ESA Phase I)工廠名單篩選作業 

依據本計畫工作內容，就大甲幼獅工業區內可能之高污染潛勢工廠研判污染

來源及污染物類別資料，透過現場勘查評估後，篩選研判造成工業區污染之業別

及研判污染來源工廠名單，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查證工作，並以運作中

工廠為調查原則。各部份工作重點說明如后。 

1.前置作業 

在計畫工作展開前，需先針對確認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內具鎳製程之高污

染潛勢工廠名單，以及各項工作執行進度的查核點與重點查核內容，以做為環

保局進行進度掌控重要的參考依據。在確認受調查之工廠名單後，本計畫團隊

即展開調查的前置作業與準備工作，包括現場工作人員行前教育訓練與工安衛

宣導，與協助召開幼獅工業區管理局勤前溝通會議，取得調查目標的共識。在

完成相關準備工作之後，即展開下一階段污染調查工作。 

2.辦理勤前協調說明會議（管理局與廠商） 

(1). 召開幼獅工業區管理局的協商會議 

此項工作能否圓滿執行與管理局的配合態度有關，因此於展開調查

前，建議能先與管理局招開協商說明會議，以取得共識。此部分已於今

年 3 月 1 日於幼獅工業區管理局會議室完成，會議中本團隊簡報計畫

執行概要、目標、規劃作業過程、相關預排行程，以及說明本計畫希望

能運用『廠商自評表』方式以事先取得完整廠商基本環安資料等重要資

訊，並取得管理局相關建議與支持。 

(2). 召開受調查廠商說明會 

於執行現場勘查作業前，將由環保局發函通知受現勘之廠商(副本

知會管理局），召開行前廠商說明會，並於說明會上說明本計畫目標與

流程、現勘作業流程、後續調查程序與流程，以及廠商應配合辦理事項

（包括填寫自評表、場址基本資料說明、生產製程物料說明、污染防制

措施說明，以及環境政策與管理說明，同時提供廠區平面配置圖、地下

管線圖等相關資料）。 

此工作項目為本團隊依計畫需要額外招開，已於今年 3 月 20 日於

大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 2 樓會議室完成。邀請前述調查範圍內之所有

廠商，並提供會議所需之行政作業協助、餐點、茶水、會議資料準備、

會議紀錄整理等，實際出席單位為 20 家次。此會議並說明有關工廠自

評表寫注意事項與相關表單，並要求廠商於兩周內提送自評表與相關附

件資料。本計畫使用之自評表格式與內容，彙整如附件所示，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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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工廠自評表」的優點與相關注意事項 

由於本計畫實際作業時間有限，為避免勘查過程無法有效掌握廠商

操作運作問題，而造成篩選評估資訊有誤，因此，本團隊於現勘工廠篩

選前，建議可在廠商說明會議階段先請廠商提報相關必要資料與內容，

以作為後續進行現場勘查之參考及事先瞭解工廠相關基本資料及運作

資訊。工廠自評表在行前說明會議中即發給各個受調查單位帶回填寫，

並在會議上簡說填寫方式；工廠自評表填報時間大約在召開工作協調會

後與進場現勘前，約給予各廠家兩週的時間填寫。再由各廠家分別寄回

環保局，本團隊再逐一整理與製作後續現勘訪談表單。 

勘查前事先採用工廠自評表的作業優點很多，包括可確認各廠家所

營運的各類化學物質種類與申報量；可瞭解各廠家所配載之儲槽型式與

儲運物質；可瞭解地下水使用及監測情形；可瞭解各廠家建廠歷史與蒐

集相關規定資料；可初步獲得後續調查所需要資訊等。 

為利於現勘前掌握工廠更多申報及運作資訊，本團隊參考環保署

「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計畫」之「工廠自評表」填報

內容，以使評分及現勘作業更順利，初擬修正後適用本計畫之工廠自評

表內容整理於附錄資料，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增加檢附毒化物近年運作記錄申報表：以利與毒管系統申報量進行比

對。 

 增加檢附「水污染防治計畫書」資料：以利瞭解原物料使用情形、含

重金屬化合物添加位置及廢水處理程序，分析其可能流布情形。 

 增加檢附「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資料：以利瞭解含重金屬化合物使用

用途、廢棄物處理程序，分析其可能流布情形。 

 

3.由自評表綜合評估高污染潛勢廠商名單 

依照廠商陸續繳回之自評表資料進行綜合彙整，並依據幼獅工業區管理局

提供之工業區內工廠名單進行初步資料確核，後再逐廠蒐集 EMS 上登載之相

關資料，以初步歸納下階段需勘查釐清的重點。最後依照本團隊針對幼獅工業

區污染調查特性所設計之綜合評量表（彙整如附錄資料）進行量化評分，評量

分數越高者代表該廠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之潛勢亦較高，以此作為篩選進入下階

段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ESA Phase I)的參考原則。 

依過去文獻紀錄指出，含鎳操作製程之行業別多數以電鍍業（裝飾電鍍、

工業電鍍、塑膠電鍍、電子電鍍）、汽機車製造業（鉻酸皮膜）、金屬表面處理

業、照相電鍍製版（鎳鉻）、鍍鎳工業、機器製造業、金屬加工業、鹼性蓄電池

（鎳鎘(NiCd)電池）製造業、鎳的礦煉或提煉業、鎳合金製造業、焊接業、製

玻璃瓶業、製陶器業、染料製造業、IC 產業存有鎳電鍍作業的製程為主。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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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冶煉、電鍍、煉油、染料等工業廢水。此部分亦已考量進綜合評估表內，

作為加權分數計算。 

另外，綜合評估表亦考量環保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所蒐集

廠商之空、水、廢、毒相關列管與申報資料、環保署稽查與罰則記錄、原物料

及相關製程資料。此外，本計畫亦將參考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及環保署相關計畫

調查建議名單，並於考量後予以納入綜合評估表中，而針對 EMS 系統中有遺

漏或疑似填寫不詳之工廠，也將予以調整計分以避免工廠污染潛勢被低估而忽

略。 

 

4.規劃執行環境場址評估 ESA Phase I 作業 

本計畫預計進行六家工廠環境場址評估作業，並依照實際勘查作業結果篩

選出可能是污染釋放源的三家高污染潛勢工廠，進行後續第二階段的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作業。最後經本計畫查證確認已達污染管制標準且來源明確之場

址，另提供環保局後續公告列管所需之資料，包括完成場址範圍與地籍之套繪、

查證採樣點之位置套繪、污染物名稱與污染程度等，並協助其它行政上必要之

技術支援。 

針對前述綜合評估表量化排序所篩選出之前六序位之預計受調查工廠名

單，逐步安排現勘訪談作業，並蒐集相關製程資料，並透過現場勘查進行有系

統之普查及確認廠商資訊，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之工廠勘查紀錄表彙整如附

錄資料。 

經環境場址勘查評估勘查結果，彙整所調查之工廠行業別、營運狀況及與

是否鄰近工業區內發現異常點位等資訊後，再依本計畫初步研擬之七項評估篩

選因子為各工廠進行評分，包括︰(1)工廠是否鄰近歷年土壤或地下水監測異常

點位；(2)工廠是否曾運作或申報工業區內關切目標重金屬鎳之污染物；(3)工廠

是否為環保署及環保局相關專案計畫所彙整之高污染潛勢業別，或屬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九條之公告事業；(4)工廠設置年代遠近；(5)工廠是

否曾因違反環保相關法令尤其水污法而被裁罰； (6)工廠是否曾運作公告毒性

化學物質尤其重金屬類；(7)工廠是否曾運作土污法管制標準項目內之化學物質

尤其重金屬類。此七項篩選因子已考量在本計畫設計使用之環境場址勘查評估

表單中，得分越高者表示該工廠污染潛勢越高，並將優先考量列入環境場址評

估名單中，惟若已公告為污染場址、非屬高污染潛勢業別、或環保署計畫已進

場執行調查或查證作業之工廠等，在本階段將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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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執行現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ESA Phase II)作業 

經由前述八家工廠執行環境場址評估作業後，現場確認工廠相關基本資料、

操作營運問題與可能的污染潛勢後，由環境場址評估作業評分結果篩選需確認土

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的工廠進行下階段調查。 

現場土水調查作前，本團隊規劃先以地球物理透地雷達進行探測，以確認地

下管線或不明物體位置，參考探測結果以及工廠內廠區配置，規劃採樣調查點位，

以現場即時快速篩試工具，協助進行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與查證作業。本計畫所使

用之現場調查方法包含非破壞性地球物理探勘技術（透地雷達法）、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技術，相關調查方法說明如下︰  

1.透地雷達法(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透地雷達技術，為應用雷達發射短脈衝之高頻電磁波(1MHz-3,000MHz)進

入地表下，此電磁波於探測體內部傳播特性取決探測體內之電性變化，故探測

體內含水量多寡及成分改變皆會影響電磁波的特性。 

本計畫運用透地雷達主要為釐清地下管線、結構物及淺層污染（例如洩漏

源）分布情況，且可避免現場鑽井或採樣過程中破壞地下管線及結構物；另期

望能藉由透地雷達瞭解淺層地下污染可能現況。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於

幼獅工業區有 3 處及總長 24 公尺的 GPR 探測額度。 

2.土壤污染查證採樣作業規劃 

執行土壤採樣調查作業前，將依據前述地球物理及相關調查結果進行採樣

規劃，並依據「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3B)」及各工廠環境現況執行污染調

查規劃作業。土壤查證採樣方式與重點為︰ 

 土壤採樣及分析工作均依照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標準方法，並委託

經環保署認證許可之檢測機構執行；且土壤採樣過程中均需會同所轄

縣（市）環保機關人員在場，以確認污染調查數據之公信力。 

 土壤污染調查與規劃採樣之點位，將依據地球物理調查成果進行採樣

規劃，以避免誤擊地下管線，相關採樣點位均以 DGPS 量測座標。依

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有 9 組土壤採樣的額度。 

 所有土壤樣品均需先利用快速篩測儀器，例如 XRF 進行篩試後，選擇

異常反應值之樣品進行標準分析作業，以有效掌握土壤污染潛勢。 

 土壤檢測項目需依據調查名單之工廠事業製程、使用原物料及生產產

品等資料，研判可能之污染物質進行規劃，預計以重金屬項目為主。

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有 9 組土壤樣品檢測重金屬的額度。 

 於污染查證過程中對於採樣位置相關之鄰近地表環境狀況，例如設施、

或其他潛在污染源（如管線可能洩漏處）均需拍照記錄，並確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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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現場紀錄。 

3.地下水污染查證採樣作業規劃 

 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有 2 口標準監測井設置的額度。將優先以

前述土壤污染調查結果已超出污染管制標準或檢測出高濃度之重金

屬鎳或其餘關切污染物，經研判該廠區之污染潛勢甚高時，即可進行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設置。 

 本計畫將目前工業區監測井分布位置區分如圖 4.6.2-12 所示，其中 B

區與C區可能為B00429現階段的相對上游，且相鄰監測井分布甚遠，

比其他區域更需要佈設監測井。建議未來於地下水位監測作業完成後，

評估較正確的流場分佈，以相對上游及污染潛勢高之事業單位區位為

優先設井規劃地區。 

 本計畫地下水採樣作業及標準監測井設置均依據「監測井地下水採樣

方法(NIEA W103.54B)」及參考「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作業原則

（102.12.25.訂定）」執行污染查證規劃作業。 

4.現場篩測工具 

 在土壤採樣過程中，為能取得具代表性之土壤樣品，一般會使用攜帶

式篩試儀器（例如：XRF）進行樣品篩測，以便於選擇較具有污染潛

勢之土壤樣品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分析，以確實瞭解污染物組成及污

染物濃度等資訊，且增加污染查出之機率。 

 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有 45 組土壤樣品 XRF 篩測的額度。為增

加其篩測結果之可靠性，及降低水份或土壤不均質所產生之干擾，本

計畫所採集之土壤重金屬樣品，將皆室溫保存送回實驗室進行烘乾、

研磨、過篩等前處理方進行 XRF 快篩作業，以取得較具代表性之土壤

樣品。 

 

  



「107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臺中市」 期末報告 

4-215 

 

 

圖 4.6.2-12 大甲幼獅工業區地下水監測井設置區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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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4 工廠自評表階段評析結果說明 

截至今年四月底，送出 28 家廠商的自評表已回收 27 份，回收率 96.5%。未繳回的

廠商是正鵬工業（股）公司，經現場勘查與訪談得知該公司已準備關廠，鐵門經常深鎖，

預計進入土水法第九條關廠調查階段。經與承辦單位討論後，將該廠初步排除在後續調

查名單。 

經綜合評估與比對 EMS 資料後，由評量表估算進入具重金屬鎳污染潛勢的評估分

數，依次有六家廠商建議進入下階段 ESA PHASE I 的現場勘查與評估作業，彙整如表

4.6.2-7。六家廠商名單依評量分數依次為新能化工、台姿記工業、泰億幼獅廠、野寶科

技、同泰青年廠、景順實業，備選名單建議是大甲永和機械一廠。此六家廠商綜合評量

表如附錄五，請參考，摘要說明如下: 

一、新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綜合評量表分數 75 分） 

新能化工公司主業別為化工業，子業別為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主要製程是使

用粗硫酸鎳製作硫酸鎳、氯化鎳，其原物料、產品皆含重金屬鎳，作業過程中所產

生之廢水亦含高濃度鎳。 

二、台姿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綜合評量表分數 69 分） 

台姿記公司主業別為金屬表面處理業，子業別為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

鍍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事業

（含鋁陽極處理，不含電路板製造）。其作業廢水與原物料、產品在公開文件上都查

無含鎳項目，但過去土壤污染管制項目卻是重金屬鎳，應再進場確認。 

三、泰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綜合評量表分數 69 分） 

泰億幼獅廠主業別為金屬表面處理業，子業別為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

鍍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事業

（含鋁陽極處理，不含電路板製造）。其製程主要是製作五金零件、樂器，並有鍍鎳

製程。原物料、作業過程所產生之廢水皆含高濃度鎳。另外廢水亦含高濃度鉻，應

進場確認。 

四、野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綜合評量表分數 65 分） 

野寶科技主業別為金屬表面處理業，子業別為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

鍍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事業

（含鋁陽極處理，不含電路板製造）。其主要製程為電焊切割製程，廢水處理過程會

產生微量的鎳，工業區納管檢測亦含鎳。 

五、同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廠：（綜合評量表分數 65 分） 

同泰電子青年廠主業別為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具有電鍍鎳製程，惟該製程位置

在二樓以上，需確認污染潛勢。其原料含氨基磺酸鎳，作業廢水含鎳銅鎘鉛砷等重

金屬。此外，該廠尚有蝕刻鍍銅作業，污泥含大量鉛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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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景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綜合評量表分數 59 分） 

景順公司主業別為金屬基本工業，子業別為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其製作五金

零件過程會用到鋼鑄製程，且原物料含有廢料，但由自評表中無法得知廢料成分；

該自評表填寫相當不完整。該廠作業過程廢水亦含大量鎳、鉻，管理局納管水質亦

監測含高濃度鎳。 

此外，在作業期間承辦單位指定增加清查品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屬表面處理業）

與穩合（化學製品製造業）兩家事業單位，增加調查品岳公司的原因是因為環保局於 107 

年 2 月份曾抽測該廠地下水質，該廠抽測結果製程廢水含重金屬鎳，經核與申請水污染

防治措施之資料不符，且無法配合讓環保局現勘製程區狀況，爰此額外建議將其納入後

續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而穩合公司使用化學藥品製造製程以提供火力電廠助燃藥劑，

且該公司位於 B00429 相對上游區域，惟查無任何空水廢毒等許可管制紀錄，因此，經

與環保局承辦單位討論後，建議本計畫額外將此兩家工廠一併納入後續現場勘查訪談階

段﹙執行 ESA Phase I﹚。因此，共計有 8 家廠商進入後續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各工

廠分布位置繪製如圖 4.6.2-13 所示。 

表 4.6.2-7 廠商自評表經綜合評量結果排序的情形 

工廠/事業名稱 水污染許可製程別 
綜合評量 

分數 
排序 （備註）製程或原物料或污水產出重金屬鎳 

新能化工 化工業 75 1 具製作硫酸鎳製程 

台姿記工業 金屬表面處理業 69 2 過去曾經是土壤重金屬鎳污染控制場址 

泰億幼獅廠 金屬表面處理業 69 3 鍍鎳製程；使用硫酸鎳原料 

野寶科技 金屬表面處理業 65 4 作業廢水含鎳以及篩測時廢水槽發現重金屬 

同泰青年廠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65 5 具電鍍鎳製程 

景順實業 金屬基本工業 59 6 作業廢水含鎳且篩測具有重金屬鎳 

大甲永和機械 金屬基本工業 42 - 無鎳製程，但作業廢水可能含鎳 

聯誠二廠 金屬基本工業 40 - 無鎳製程，但作業廢水可能含鎳 

卜威 金屬表面處理業 40 - 已申請八九條備查 

功億 金屬基本工業 40 - 無鎳製程，但作業廢水可能含鎳 

金隆 化工業 38 - 樹脂製造程序 

阿克蘇 化工業 38 - 無鎳製程 

品岳 金屬表面處理業 38 - 無鎳製程；腳踏車零件製造程序 

佑益 金屬製品製造業 36 - EMS 查無水許可證 

隆紳 金屬基本工業 36 - 無鎳製程；鋼鐵鑄造製造程序 

英鼎 金屬表面處理業 34 - 無鎳製程，但作業廢水可能含鎳 

陸昌幼獅廠 化工業 25 - 無鎳製程；碳酸鋅氧化鋅製造程序 

陸昌青年廠 化工業 25 - 無鎳製程；氧化銅碳酸銅製造程序 

慶泰 化工業 23 - 無鎳製程；樹脂製造程序 

比歐化學 化學製品製造業 23 - 無鎳製程；沐浴乳製造程序 

慶泰二廠 樹脂製造業；新設廠 2 - 無鎳製程；樹脂製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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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13 本計畫優先執行環境場址評估調查的工廠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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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 環境場址勘查評估(ESA Phase I)作業結果說明 

前述 8家事業單位之環境場址勘查評估(ESA Phase I)作業在五月份陸續展開調查，

05 月 07 日會同環保局承辦單位完成景順公司勘查訪談作業，05 月 14 日完成新能化工

廠、台姿記公司、同泰青年廠、泰億幼獅廠等四家公司勘查作業，05 月 18 日完成野寶

公司、品岳公司、穩合公司等三家公司勘查作業。八家工廠環境場址勘查作業結果摘要

彙整如下表 4.6.2-8 所示，原始勘查評估紀錄表彙整如附件資料，各廠勘查作業過程如

後文說明。 

 

表 4.6.2-8 本計畫幼獅工業區環境場址評估階段作業結果彙整表 

項

次 

事業 

名稱 

設置 

時間 

行業 

類別 

一階 

篩選

評估

分數 

場址環境評估(ESA PHASE I)調查結果摘要 

是否 

進入 

二階 

1 景順 1980~ 

鋼 鐵

鑄 造

業 

15 分 

廠內主要為鑄鋼件製造，原料有使用鎳錠， 原料貯

存區鋪面完整，無嚴重情況；在製程運作區域，金屬

表面清洗程序有四組酸洗槽、一組水洗槽，放溢高度

約 50 公分，處理後廢水經地下管線至廢水處理區，

廢水調整池為地下形式，射蠟池污水未處理直接排

放雨排口，若滿溢後會直接進入幼獅工業區雨排口；

以批次方式堆置污泥，污泥堆積塔（約 3 層樓高）

有遮雨棚，最後以太空包清除，部分太空包露天堆

放，另有集塵灰堆積塔，集塵灰逸散於地面且無相關

清除紀錄，無遮雨棚設施。 

廢水取樣分析結果，如表 4.6.2-10，顯示景順具高度

重金屬鎳相關製程。 

是 

2 
新能 

化工 
1987~ 

化 工

業 
17 分 

新能化工為鎳化學品生產，原物料固態鎳堆置於戶

外區域，製程區域儲槽地面多數有硫酸鎳殘留痕跡，

戶外地面儲槽區域有防溢堤隔開外面鋪面；廢棄物

及污泥堆置區有遮雨棚，對外雨排匯流雖有抽水裝

置但容易溢流而出，部分廢水處理設施為地下式。 

廢水取樣分析結果，如表 4.6.2-10，顯示新能化工具

高度重金屬鎳相關製程。 

是 

3 
台姿 

記 
1988~ 

金 屬

加 工

處 理

業 

5 分 

此廠於 103 年 9 月停止電鍍製程，所有製程區皆於

二樓進行廢水以管線送至一樓進行處理，原物料、廢

液及污泥存放於一樓；調勻池為地下儲槽，鍋爐水、

生活污水會進入雨排，並有滿溢裝置。製程無產出有

害事業廢棄物，廠區有兩口監測井，有提供近期採樣

數據，重金屬鎳(<0.004 mg/L)含量很微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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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泰 

青年

廠 

2004~ 

印 刷

電 路

板 製

造業 

7 分 

此廠製程方面鍍鎳區位於廠房二樓，鍍銅區位於一

樓，有防酸舖面，原料胺基磺酸鎳（液體）儲放於室

外，原料有放置於雨排口上，廢水處理區部分槽體基

樁鏽化，鋪面較不完整，污泥餅排放口有污泥噴濺情

況，廢棄物堆置區有設置遮雨棚，但位於雨排口上，

建議改善。 

- 

5 

泰億 

幼獅

廠 

1991~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15 

此廠有鍍鎳製程，固體硫酸鎳直接透放於藥桶，無放

置於現場，現場舖面不理想且大部分槽體無防溢設

施，該廠因產量減少，每週開工 1-1.5 天。廢水儲存

槽為地下儲槽，並設置污泥暫存桶（約 100-200 kg），

脫水後污泥放置於室內。 

廢水取樣分析結果，如表 4.6.2-10，顯示泰億幼獅廠

具重金屬鎳相關製程。 

是 

6 野寶 1998~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5 分 

廠內使用原物料以鋁合金及碳纖維主，主要為自行

車架之處理，製程區鋪面完整，廠房內廢水若濃度高

會以人工方式送至廢水處理區，濃度低則直接排入

工業區污水管。廢水處理區調勻池為地下式，皆無以

地下管線輸送廢液及製程污水，廠區內集塵灰於加

工研磨步驟產生，以水簾幕吸附後直接排入廢水槽。 

- 

7 品岳 2018~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2 分 

廠內使用原物料以鋁材為主，原物料有防漏措施，皮

膜製程區無液體灑漏地面狀況，鋪面完整；研磨與陽

極處理製程委外操作；廢水集水井為地下形式，廢棄

物堆置於室外，地上有鋁屑、鐵粉的情況需改善，無

遮雨棚；污泥貯放於室內。 

- 

8 穩合 2002~ 

化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15 分 

此廠主要進行鍋爐、管線、熱交換器化學清洗、脫硝

觸媒清洗再生、製造重油防腐蝕有機鎂添加劑與產

品代理，廠內堆放大量原物料且無防溢措施，另有機

鎂添加劑製程區，儲槽有許多添加劑殘留痕跡，並無

液體灑漏防護措施、地面疑似有液體灑漏現象。另發

現有疑似廢液儲存槽，並有一管線接至廠內，廠內並

無廢水處理設備；廠區堆置大量廢棄物與空桶。此廠

未申請任何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並無相關廢棄物清運合約。 

- 

 

一、景順實業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該廠酸洗槽 4 槽、水洗槽 2 槽，經地下管線導入兩座地下暫

存池（尺寸不明），再抽入廢水調整池。脫蠟池污水則直接排放至污水溝，

滿溢後會直接進入幼獅工業區雨排口。 

 原物料儲存區： 固態鎳錠以桶裝堆置於製程區域，鋪面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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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廢水調整池為地下式，製程廢水部分經地下水管線導

入污水處理單元。許可證上登載的污水量與現場訪談數量不一致，污水量計

算有誤。部分酸桶空槽會進行清洗，後將污水導入調整池。 

 廢棄物處理區： 以批次方式堆置污泥，污泥儲放區有遮雨棚，每三個月清

運一次。污泥清運與處理有提供合約紀錄。有污泥堆積塔（約 3 層樓高），

最後以太空包清除，部分太空包露天堆放。另外，有集塵灰堆積塔，但無清

除紀錄，且地面粉塵逸散量多。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69 年設廠，主要以蟲蠟、馬來砂、硝酸、氫氟酸、矽

鐵、鋯砂、粉、鋼球、鋼珠等製作鑄鋼件。大門旁有逕流廢水蒐集坑，滿溢

後會排入區外雨排。 

 後續建議： 該廠使用歷史長久且廢水成份含重金屬鎳，勘查時發現操作管

理不甚理想且部分區域鋪面有破損情況，此外集塵灰與污泥餅採露天堆置，

容易因雨水淋洗導入雨排內。由於本廠與本計畫調查目的的相關性甚高，建

議納入下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名單。 

二、新能化工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該廠製程無使用地下儲槽與地下管線，主要以固態鎳與硫酸

反應生成硫酸鎳溶液，再經結晶化成為固態硫酸鎳顆粒。部分氯化鎳製程以

批次方式進料，部分製程槽體地面有明顯綠色硫酸鎳痕跡，經訪談廠方表示

可能為部分槽體閥件老舊的關係。唯一地下儲槽主要儲存結晶區域的結晶

水，不排放，會回收反覆利用。 

 原物料儲存區： 固態鎳粉末以包裝式推置於製程區域外，無遮雨棚。部分

硫酸鎳以液態槽體儲放於室內。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廢水處理區與外界有防溢堤隔開。廠內有環廠排水溝，

其中有四處收集坑裝置抽水機，於固定水位時會啟動抽至污水廠處理。仍須

留意暴雨或流量過大時，是否有溢流至區域雨排的可能性。 

 廢棄物處理區： 以批次方式堆置污泥，儲放區有遮雨棚，每三個月清運。 

 其他區域： 該區域有三家公司，包括新能、阿克蘇、基佳，大約民國 70 年

設廠，原始工廠名稱為台能化工，主要製作生產硫酸鎳，於民國 76 年更換

經營者，改名為新能化工。 

 後續建議： 該廠使用歷史長久且主要以製造硫酸鎳為主，勘查時發現部分

製程硫酸鎳儲槽區有滲漏現象。由於本廠與本計畫調查目的的相關性甚高，

建議優先納入下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名單。 

三、台姿記工業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勘查當時該廠已無電鍍製程，全面改為陽極處理，並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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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安裝於二樓。原始一樓電鍍區域改為儲放區，並重新鋪設鋪面，以儲放

原料、廢液與污泥。經訪談廠商表示於 103 年 9 月以後停止電鍍製程，並

重新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與許可證。 

 原物料儲存區： 原料儲放於一樓室內儲放區，該廠沒有地下儲放區域。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廢水處理區與外界有防溢堤隔開。調勻池是地下式，

主要暫存二樓陽極處理後的廢污水。鍋爐冷卻水、生活污水會經由廠內排溝

進到雨水收集坑，坑內有抽水馬達抽回調勻池處理，唯暴雨或流量過大時，

仍有滿溢至廠外雨排的可能性。 

 廢棄物處理區： 主要產出 D0902 無機性污泥，並儲放於室內有遮雨棚，每

月大約產生 3 至 5 頓污泥，每 2 至 6 個月清運一次。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77 年設廠，以電鍍製程為主，但於民國 104 年以後

變更為陽極處理製程。原始一樓的電鍍製程區已鋪設全新鋪面，並改為儲放

區。陽極處理製程區改至二樓，污水以明管方式送至一樓污水處理區域。該

廠有兩座地下水監測井，廠方最近一次自行監測日期為 04 月 27 日，經洽

詢請其提供檢測數據，重金屬含量皆低於監測標準。 

 後續建議： 該廠自民國 104 年以後即更改製程為陽極處理，且已變更通過

水污染許可證，製程設備亦全數搬運設置在二樓且使用明管輸送污水，勘查

時製程區亦無發現明顯污染問題。因此，建議納入後續追蹤輔導名單，本計

畫不再執行後續調查階段。 

四、泰億幼獅廠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以鍍鎳電鍍製程為主。勘查當時為停工狀態，廠方表示因產

量減少，近三年每週都只開工一次，每次大約運作 6 至 8 小時。廠方表示

此處為電鍍工廠，另有總公司設在別處，總公司接獲訂單時，才於此處開工

執行電鍍作業。 

 原物料儲存區： 原料為硫酸鎳，但現場查無硫酸鎳儲放位置，廠方表示固

態硫酸鎳經購買後直接投入藥桶內反應，現場沒有儲放。地面鋪面不理想。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為地上式，採串聯方式排列，以明管連接各槽。該廠

產出 A8801 電鍍製程之廢水處理污泥，污泥先經儲存桶儲放，約可儲放 100

公斤左右，再批次抽入脫水機，最後以紙袋包裝，每袋約 10 公斤儲放於廠

內。每三個月清運一次污泥。 

 廢棄物處理區： 沒有產出其他廢棄物。勘查時尚有大量污水處理藥劑儲放

於廠區污水廠附近，可能於該廠運作次數減少有關。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77 年向其他廠家（廠方表示查無資料）購買土地，於

80 年開始從事生產。以電鍍製程為主，全廠地表鋪面不理想，多處遮雨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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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亦有鏽蝕、破裂跡象。 

 後續建議： 該廠使用歷史長久且主要為鍍鎳製程，勘查時發現廠房設備老

舊且鋪面多有破損情況。本廠與本計畫調查目的的相關性甚高，建議納入下

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名單。 

五、同泰電子青年廠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以印刷電路板鍍鎳與鍍銅製程為主，其中鍍鎳製程位於二樓

以上，一樓為鍍銅製程區域。製程區嚴格管制人員進出，並有 EPOX 防酸

鹼鋪面，廠區乾淨，鋪面無破損。 

 原物料儲存區： 原料有硫酸鎳、氯化鎳，儲放於一樓廢水處理廠附近，有

遮雨棚，但卻放置於環廠排水溝之上，且無防溢堤隔開。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有四座地下儲槽(T1-1、T1-2、T1-3、T1-4)，深度約

4 公尺。廠方表示儲槽型式為 FRP 內槽，外槽為 RC。製程區與污水處理設

施連接管路接為明管。污泥脫水機位於二樓，脫水後倒入一樓太空包內，惟

牆壁有大量噴濺痕跡。且污水處理區域鋪面不理想，有破裂、溢漬現象。 

 廢棄物處理區： 廢棄物、污泥餅、集塵灰（鑽孔製程）堆置於製程區外，

有新蓋遮雨棚。但卻放置於環廠排水溝之上，亦無防溢堤隔開。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93 年設廠，營運管理較有規模。 

 後續建議： 該廠鍍鎳製程在二樓且使用明管輸送污水，勘查時製程區亦無

發現明顯污染問題。僅污水處理區域與部分原料堆置區域需要改進，廠方亦

願意改善。建議納入後續追蹤輔導名單，本計畫不再執行後續調查階段。 

六、野寶科技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製程區地板鋪面完整。製程部分表面處理（水洗、皮膜區）

多次後槽體會清洗，清洗頻率皮膜區約一年一次，其他部分 1-3 個月一次。

廠房內廢水濃度高的話會以人工方式送至廢水處理區，濃度不高則直接排

入工業區污水管。廠內製程區管制嚴格，部分區域禁止拍照。 

 原物料儲存區： 廠區儲放原物料區域鋪面完整，此區域較無異常現象。原

物料為鋁合金及碳纖為主。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廢水廠的調勻池為地下儲槽式，連接管路部分為地下

式。勘查發現廠區內雨水排放口與污水排放口均有一不明管線，廠家已當場

處理，建議後續追蹤觀察。本次勘查於廢水儲存槽 T01-1 進行採樣分析，

以瞭解該廠廢水成份的重金屬特性與特徵。 

 廢棄物處理區： 廠區內集塵灰主要以水簾幕淋洗吸附（於加工、研磨步驟），

吸附後直接排放至廢水中，但廠方未將此部分寫入廢清書中以及相關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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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已現場要求納入廢清書並進行改善。惟廠區廢棄物堆置區仍有看見集

塵灰堆置，雖有遮雨棚，但堆置位置靠近雨水溝。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87 年設廠，營運管理較有制度與規模。 

 後續建議： 該廠營運管理較具規模，鋪面亦完整，雖然查核結果有部分缺

失，廠方亦願意改善。建議納入後續追蹤輔導名單，本計畫不再執行後續調

查階段。 

七、品岳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製程部分僅皮膜區有槽體清洗程序，其他程序無濕式製程。

排水溝設置於皮膜區，廢水導入污水處理廠，其他區域無槽體清洗與排水溝。

製程部分涉及商業機密，僅皮膜區可提供拍攝。 

 原物料儲存區： 廠內主要原料為鋁合金，原物料編號（6061-F、6061-H、

6061-O)。原物料貯存區皆以鐵槽儲放防止滲漏。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該廠生活污水是經由地下管線傳送至污水處理廠，製

程區皮膜處理則以明管方式輸送。槽體清洗頻率為一個月一次，現場勘查無

流至地面之疑慮。污泥餅產出量半年約 600-700 公斤，主要存放於室內。

本次勘查於廢水集水井進行採樣，以瞭解該廠操作製程的重金屬特性與特

徵。 

 廢棄物處理區： 該廠為新設廠，設立僅半年，目前廢棄物先暫存於廠內，

因廢棄物量不多仍未達清運的量；查核廢清書已核定。廢棄物堆置區地上有

鋁屑、鐵粉的情況，已要求業者改善。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107 年 1 月的新設廠，廠房大部分都是新設的。 

 後續建議： 該廠為新設廠，廠房設備與鋪面多為新的裝置，雖然查核結果

有部分缺失，廠方亦願意改善。建議納入後續追蹤輔導名單，本計畫不再執

行後續調查階段。 

八、穩合公司環境場址勘查評估作業結果： 

 製程運作區： 該公司查無空水廢任何許可證，以經濟部工廠設立登記證所

登載為化學製品製造業。勘查訪談後發現該公司主要製造讓電廠提高燃燒

效率的有機鎂添加劑原料，除此之外尚有進行鍋爐設備清洗與維修服務。製

程區有原料藥品洩漏至地面之情況，有白色藥劑逸散痕跡，槽體也有原料外

流痕跡情況；營運管理不甚理想。 

 原物料儲存區： 原物料以桶裝堆積，儲放區無明顯防止溢漏設施。醋酸槽

查核時發現有液漏情況，且靠近雨排口，已要求業者改善。除礦水槽也有液

漏情況。原料儲放區的管理亦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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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水與廢液處理區： 本公司無設置具規模的污水處理廠。據訪談結果，廠

方表示該公司主要將相關設備載至工作現場，再將部份產生的廢水與廢棄

物帶回廠區內堆放，廠區內發現許多空桶；惟無法交代廢水與廢棄物處理流

向。在廠區外有一處不明地下廢水儲留槽，位於藥劑調配區外，且廠外有多

條不明管線分布，廠方亦交代不清。建議將本廠轉至稽查單位留意與觀察。 

 廢棄物處理區： 廠區內發現鐵砂（除鏽用）用太空包裝堆置，廠方表示沒

有廢棄物清理合約。廠方聲稱在外工作服務廢棄物不會帶回至廠內，但對於

廠區內有大量廢棄物堆放的情況則無法解釋。 

 其他區域： 大約民國 91 年設廠。門口有一地下水井，廠方表示是用於灌

溉與澆花。 

 後續建議： 由於該廠沒有空水廢等任何許可證，無法得知該製程與重金屬

鎳的相關性，但勘查時發現營運操作管理相當不理想且有偷排廢水的可能

性，因此環保局已移交水污股及廢棄物管理科依權責卓處。另查該廠製程未

涉及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

非屬需申請固定污染源之製程應無須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

可，次查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歷年至今

（107 年）曾稽查共 9 次，尚未發現污染現象。備載以上紀錄以供參考。 

經上述綜合彙整環境場址勘查評估結果，新能化工、景順實業、泰億幼獅廠等

三家公司的重金屬鎳污染潛勢相對較高且與本計畫調查目的之相關性甚高，建議進

入後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階段。其中新能公司不論原物料、成品、廢污水皆具

有重金屬鎳的高度相關性，景順實業與泰億幼獅廠操作管理不甚理想，廠區污染潛

勢高，且容易造成區外污染，建議納入優先調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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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9 各廠執行環境場址評估階段於現場重要製程取樣分析結果參考表 

事業名稱 取樣製程 pH 水溫 鎘 鉻 銅 鉛 鎳 鋅 

景順實業 

廢水調整池 5.6 27.6 ND 13.3 0.491 ND 7.30 0.192 

廢液收集槽 1.7 26.5 ND 13.7 0.056 ND 11.9 0.044 

射蠟清洗槽 -0.2 29.7 ND 98.0 2.41 ND 31.6 1.93 

自設水井 6.8 29.7 ND ND ND ND ND ND 

新能化工 
製程廢水槽 7.3 28.0 ND 0.397 0.029 ND 67.9 0.572 

結晶槽 2.5 35.8 6.37 33.4 ND ND 70800 432 

台姿記 
調勻池 1.9 27.4 ND 0.424 1.63 ND 1.63 1.71 

自設水井 6.9 25.2 ND 0.017 ND ND 0.026 0.463 

同泰電子 
調節槽 9.8 26.7 ND 0.079 7.95 ND 3.21 1.01 

自設水井 7.2 25.1 ND 0.014 ND ND 0.021 ND 

泰億幼獅廠 
鉻系還原槽 2.4 26.3 ND 83.6 0.293 ND 5.68 0.157 

自設水井 6.9 31.7 ND 0.027 ND ND ND ND 

野寶科技 
廢水儲存槽 7.3 27.5 ND 0.030 0.020 ND ND 0.182 

自設水井 7.3 27.2 ND ND ND ND ND ND 

品岳科技 
集水槽廢水 6.8 30.2 ND 0.066 0.077 ND ND 10.2 

自設水井 6.8 31.5 ND ND 0.066 ND ND 0.273 

穩合實業 
污水納管口 7.3 28.5 ND 0.297 0.051 ND 0.150 3.85 

除礦水槽 7.2 27.9 ND ND ND ND ND 0.022 

（註）取樣時間為 107 年 05 月；資料來源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供；表中欄位除 pH 無單位，溫度單位為℃外，其餘單位為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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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勘查訪談過程 

 
 

景順使用固態鎳錠之製程區域 

 
 

製程區域地表鋪面多數破裂與殘留污液 

 
 

對外雨排匯集槽雖有抽水裝置但容易溢流而出 

 
 

集塵灰與污泥餅露天堆置並散落地面 

 

四組酸洗槽經地下管線打入暫存池再抽入調整池

 

圖 4.6.2-14 景順實業公司現場勘查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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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勘查訪談過程 

 
 

新能化工使用固態鎳原料堆置於戶外區域 

 
 

製程區域儲槽地面多數有硫酸鎳殘留痕跡 

 
 

對外雨排匯集槽雖有抽水裝置但容易溢流而出 

 
 

廢棄物與污泥儲放區有遮雨棚 

 

地面儲槽區域有防溢堤隔開外面鋪面 

 

圖 4.6.2-15 新能化工公司現場勘查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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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勘查訪談過程 

 
 

品岳科技主要原物料-鋁材放置於室內 

 
 

品岳科技其它原物料貯放區底部有鐵板進行防漏 

  
 

皮膜製程區無液體灑漏，地板鋪面完整 

 
 

廢棄物儲放區為室外無遮雨棚，有鐵屑或鋁屑散

落於地上情況，已建議改善 

 

污泥餅儲放於室內，目前營運半年尚無清運紀錄 

 

圖 4.6.2-16 品岳科技現場勘查結果彙整 

  



第四章 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4-230 

 

說明勘查訪談過程 

 

野寶科技主要原料為鋁材與碳纖，堆置於廠內 

 

廠區調勻池為地下式，無防溢措施 

 

污水處理設備旁雨排匯集槽有抽水裝置 

 

雨水匯流口及鄰近廢水排放口均有不明管線 

 

雨水匯流口內不明管線，廠方已當場改善 

 

廠內廢棄物堆放區，有遮雨棚 

 

廢棄物儲放區有遮雨棚，集塵灰堆置靠近雨排口 

 

圖 4.6.2-17 野寶科技現場勘查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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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勘查訪談過程 

 

穩合實業大量原物料堆放於廠內，且無防溢設施 

 

廠區有疑似廢液儲存槽，但廠內無廢水處理設備，

並鄰近疑似雨排口 

 

燃料油有機鎂添加劑製程區域無防滲漏措施，地

板鋪面有疑似液體灑漏現象 

 

廠區外堆置大量廢棄物及空桶 

 

廠區外與廠內多處堆置廢棄物與鐵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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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外堆置大量廢棄物，無遮雨棚及相關清運合約 

 

原料醋酸貯存槽放置於廠區外（無遮雨棚），且

操作區域鄰近雨排口 

 

圖 4.6.2-18 穩合實業現場勘查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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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6 三處污染場址途徑釐清 

在本計畫有限的經費下，無法完成整個工業區大範圍的清查作業，因此僅能在運用

各項文獻資料如許可管制資料、列管資料、行業類別等基礎資料，搭配現場勘查訪談作

業﹙然勘查廠家數量仍然不夠﹚，再輔以科學化篩選方式逐步分類具重金屬鎳污染潛勢

相對較高的工廠。但並非沒有篩選到的工廠就沒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問題，未來若有其

他專案執行機會，仍建議把其他工廠的勘查訪談完成，以建立幼獅工業區完整的基線資

料。 

接續前節的篩選方式及勘查訪談步驟，初步篩選出新能化工、景順工業與泰億幼獅

廠等三家工廠，相對具有較高的重金屬鎳污染潛勢。然以此三家工廠分布位置而言，以

方位角來看，新能化工約位於 B00429 的 30°角﹙或稱北北東﹚、景順約位於 B00429 的

50°角﹙或稱東北﹚、泰億約位於 B00429 的 110°角﹙或稱東南東﹚。而官方文獻資料指

出幼獅工業區大區域地下水流向是 90°角﹙或稱東方﹚流向 270°角﹙或稱西方﹚，當然

這是在有限數量的監測井所量測的單位時間水位高程估算結果，未考量工業區區內（工

業活動）與區外（農業活動）長時間抽水效應的影響。意即若是此三家工廠所造成的地

下水污染，污染傳輸途徑之間的相關性會是比較難以釐清的問題。當然以本計畫目前的

額度也無法再做其他調查，更何況幼獅工業區管理單位一直認為雨排管理得很好，以直

覺方式排除途徑，並非是好的方法。這些都是目前在有限調查經費下，無法大規模清查

工廠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以下僅就現階段所獲得的工作結果嘗試闡述上述問題，然本計畫並沒有補助水位高

程量測作業、水文地質調查與探測作業、地下水流場解析作業等經費額度，要釐清上述

問題著實不容易，僅能先就文獻資料與初步調查過程充分發揮，亦請官方單位後續能重

視水文地質調查的必要性。 

一、增加執行單井流速流向儀確認局部區域流場 

為瞭解局部區域地下水流場是否異於大區域流向，以及為能提高計畫完整性與

協助環保局釐清污染途徑問題，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本計畫自行額外針對 B00429

與 B00373 兩座監測井，執行單井流速流向儀(heat-pulse flowmeter)量測工作，初

步結果如圖 4.6.2-19 所示。 

本計畫施作的單井流速流向儀，係利用熱流原理量測單一定點之地下水流況，

適用於局部流場之調查。本計畫於六月下旬，自上午 08:30 至下午 05:30﹙模擬工

業區廠商日常作業時段﹚，藉由施放在監測井中心的探測棒加熱器以及周圍的 16 支

以圓形排列的溫度感應計，在地下水流經後，藉由不同方位溫度感測計之溫差及升

溫速率的差異性，來判斷單井的地下水流速及流向。相較傳統作法，可以得知小區

域地下水流速及流向，擁有較快速、較準確的優點，惟成本較高。 

由此兩座監測井在九個小時的作業時間內之單井流向作業結果，如圖 4.6.2-32

所示，顯示 B00429 地下水流向約以 257°角與 230°角為主、B00373 地下水流向約

以 248°角為主，大致都是由東北略向西南流向。除顯示此兩座監測井相對地下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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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端是在東北方向外，亦顯示工業區西南側邊界外面的農業活動對於流場的評估不

能忽視。 

 

B00429 單井流向機率 B00373 單井流向機率 
 

 

 

 

  

註：資料來源: 本團隊自行額外增測。 

圖 4.6.2-19 大甲幼獅工業區 B00429 與 B00373 之單井流向分布圖 

 

為比對本計畫施作的單井流向儀的量測結果，本團隊亦廣泛蒐集幼獅工業區過

去是否有曾執行過類似的單井流向測定作業，目前官方文獻僅有「全國高污染潛勢

工業區地下水質預警監測井網規劃建置計畫（第二期）」曾於大甲幼獅工業區其中八

座預警監測井作過一次單井流向分析作業，茲將其結果摘錄如圖 4.6.2-20 所示。該

次單井水流儀量測作業結果顯示大甲#8、大甲#9 單井流向為向南，大甲#2、大甲#4、

大甲#5 單井流向為向西南，大甲#6 單井流向為向東南，幾乎全部數據與監測井所

量測到的大區域流向（東西向）不一致，顯示局部區域流場可能受到鄰近區域外來

水力作用干擾（如農業活動）或者工業區內廠商抽水效應（如工業活動）的影響，

並非與大區域流向一致。 

由前述文獻資料與本團隊自行量測結果，顯示幼獅工業區地下水流場並非長時

間固定不變，且局部區域的流場亦會受到很多變數影響，尤其是抽水效應。因此，

藉由每座監測井於單一時間量測的水位高程所推估的流向，僅能當作大範圍流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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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對於單座監測井之局部區域地下水流場，仍需要謹慎評估。 

 

 
註：圖中黑色箭頭為單井流向。此圖資料來源: 摘錄自「全國高污染潛勢工業區地下水質預警監測井網

規劃建置計畫(第二期)」期末報告。 

圖 4.6.2-20 幼獅工業區部分預警監測井之單井流向分布圖 

 

二、使用地下水模式模擬局部區域流場與可能污染途徑 

(一)建立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及假設參數條件： 

如前述幼獅工業區局部地下水流場受到抽水效應影響，並非一致不變，為提

供更多觀察這三處場址可能的傳輸途徑，著實需要更多元的流場分析資料。惟本

計畫並無編列水文地質探測與調查作業等可以解決問題的項目，相形之下選用適

當的地下水模式進行局部區域的流場模擬，僅成了現階段較好的選擇。 

緣此，本計畫大致先以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所研發之 MODFLOW 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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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流模擬程式 (McDonald and Harbaugh,1988)，其中 MODFLOW-88 或

MODFLOW-96 等最初的版本已能夠用來模擬抽水效應、河川邊界、明渠排水、

水位變化、補注和蒸發散等相關邊界條件的影響。本計畫嘗試以較新的

MODFLOW-2000 版本，作為幼獅工業區局部區域地下水流場的模擬程式。對於

重金屬溶解相污染物之傳輸模擬方面，大致可應用 MODFLOW 結合 MT3DMS

進行，是業界應用相當普遍之傳輸模式。 

本計畫模擬程序概略分成兩個步驟執行，如圖 4.6.2-21，第一個步驟為地下

水水流之模擬，所需輸入資料包括地質鑽探資料、地下水水位監測資料、水文地

質參數資料、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資料等。利用輸入資料進行 MODLFOW 數值

模式之模擬，並將模擬結果與地下水水位監測資料比對及據以校正相關參數與輸

入資料，以達模擬水位與監測水位相符，即完成第一步驟之模擬。當完成地下水

水流模擬後，再根據初始條件、邊界條件及水文地質模擬參數，進行 MT3DMS

數值模式模擬，並將模擬結果與地下水質監測資料比對，以校正相關參數，達到

地下水模擬水質與監測水質相符，即初步完成幼獅工業區污染物傳輸途徑之模擬

工作。 

 

 

圖 4.6.2-21 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局部流場與傳輸模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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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進行地下水流場模擬時，所使用之參數及水文地質資料

主要來自各單位於加工區內既設監測井的資訊，若有其他參數無法取得實測值時，

則採用文獻參考值或假設數值進行模擬。幼獅工業區數值模型模擬邊界範圍大致

以 B00429 監測井為中心，模擬範圍長約 2400 公尺、寬約 1800 公尺，網格設

定為 10 公尺乘 10 公尺之大小，模式共超過 43200 個網格；各個網格若有設置

抽水井，則抽水量集中放置於該網格的中心。詳細本工業區之模式參數及邊界條

件、網格設定彙整於表 4.6.2-10 及圖 4.6.2-22。 

 

 

圖 4.6.2-22 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地下水流場之模擬範圍與網格切分圖 

 

如前述，幼獅工業區地質資料主要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於鄰近華龍國小觀測

井之岩性鑽探資料（如圖 2.3.7-1），由鑽探資料得知，地表下 0~40 公尺為紅土

礫石層，下方 40~50 公尺則以灰色細砂與泥互層為主，因此含水層分層概況其

第一含水層為地表下 0~40 公尺深，第一阻水層為地表下 40~50 公尺，第二含水

層為 50~70 公尺，因此，本計畫之模擬模式含水層總厚度預設為 40 公尺。 

另由工業區內工業局及環保機關既有監測井設井記錄中得知，其井篩範圍

（地表下 5.3~15.2 m）主要地質分佈為細砂夾礫石，微水試驗紀錄值介於

0.075~14.86 m/day 與鑽探結果之地層描述大致符合，因此，本計畫模式先假設

幼獅工業區地下水含水層為均質地層，並依據各監測井微水試驗結果之平均值來

假設含水層滲透係數，約取 1.5 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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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工業區水力邊界則另參考 DEM 數位地層高程資料，得知地形大致走向

為東北高西南低，因此搭配工業區觀測水位推估模擬範圍內東西兩邊邊界水位，

先假設為定水頭邊界。 

另外，抽水效應的評估方面，由於幼獅工業區內廠商抽水現象頻繁，惟無法

獲得每家廠商真實抽水井分布位置與實際抽水量，因此，若本計畫有進場勘查者，

以 ESA PHASE I 勘查紀錄標記抽水井位置；若無勘查紀錄者，則查閱各廠 EMS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製程用水種類，若使用地下水當製程用水，顯然該廠具備

地下水抽水井，暫以廠家中心位置標記，抽水量則以該廠申請之地下水用水量估

算。至於幼獅工業區西南側邊界外面的農業活動密集區域，則以現勘方式，進行

抽水井標記，目前於中山路二段以北至工業區邊界區域約發現至少有數十口農田

抽水井。惟各座農田水井的抽水量不易由井體觀察，因多數農田抽水井的抽水馬

達皆放置於井篩下緣以取得大範圍抽水量，不易直接由外部觀測，初步以水田平

均抽水量的文獻值估算。 

 

表 4.6.2-10 幼獅工業區地下水流場模擬使用參數設定表 

參數項目  參數設定值  資料來源  備註  

模擬範圍  
東216046、2700342 

西213626、2698568 

依據本計畫實際需要，以B00429監測

井為模擬範圍中心區域。 

模擬範圍長約2400公尺、寬約

1800公尺 

滲透係數  

(K) 

Kx：1.5 m/day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幼獅工業區自設監

測井微水試驗資料及環保署SGM系統

登載資料 

幼獅工業區地下水監測井之K值

約 0.075~14.86m/day ，取平均

1.5m/day進行模擬，並假設Kz為

Kx的1/10 

Ky：1.5 m/day 

Kz：0.15 m/day 

儲水係數  

(Ss) 
0.0001 

查無當地水文地質試驗資料，本參數

暫以文獻假設值取代。砂礫地層儲水

係數合理範圍約0.0001。 

- 

比出水量  

(Sy) 
0.2 

查無當地水文地質試驗資料，本參數

暫以文獻假設值取代。砂礫地層比出

水量係數合理範圍約0.2。 

砂土比出水量參考值範圍為

0.16~0.46，礫石比出水量參考值

範圍為0.17~0.44 

有效孔隙率  0.2 

查無當地水文地質試驗資料，本參數

暫以文獻假設值取代。砂礫地層有效

孔隙率合理範圍約0.2。 

砂土有效孔隙率參考值範圍為

0.15~0.3，礫石有效孔隙率參考值

範圍為0.2~0.35 

含水層厚度  40m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於華龍國小觀測

井之地質鑽探紀錄 
- 

抽水井分布  依據現勘值 

農田部分依據現場勘查標記點位。工

廠的部分則依據本計畫esa phase I調

查結果與EMS上登載各廠之地下水 

- 

抽水量估算  
農田約40~80CMD 

工廠約5~300CMD 

查無當地農田抽水量量測記錄，暫以

水田平均抽水量約40~80CMD估算。

工廠抽用水量則依據該廠申請之水污

染防治措施計畫所登載之地下水用水

量估算。 

- 



「107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臺中市」 期末報告 

4-239 

降雨入滲量  

(RCH) 
900~1500mm/yr 

依據中央氣象局地方縣市降雨量統計

資料，臺中地區年平均降雨量約

1800~3000mm/yr。工業區多混凝土鋪

面，入滲補注率取0.1。西南面農業區

域入滲率取0.4~0.5。 

- 

重金屬鎳  

起始濃度  

二階調查作業未完成前： 

B00429：2.7(mg/L) 

B00373：1.7(mg/L) 

依據臺中市環保局與幼獅工業區管理

局歷史地下水質監測記錄。 

根據過去官方監測數據： 

B00429於102~107年重金屬鎳含

量 為 0.1~2.7mg/L 。 B00373 於

103~107年為0.1~1.7mg/kg。 

假設污染時間為民國97年始，模

擬至第5年（民國102年）、第10年

（民國107年）。 

東西方向之地表高程設定圖： 

 
 

南北方向之地表高程設定圖： 

 

註：其他輔助參數繁不枚舉，優先以現地參數為主。若無現地參數，則依次以文獻值、經驗值或預設值設

定。 

  

西 西

西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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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與校正說明 

本計畫於幼獅工業區之地下水流場模式建立，係依據工業區水文地質模型以

穩態的方式進行流場模擬，模擬的地下水頭初始條件主要依據本計畫補充調查之

水位高程實測值進行各座監測井之地下水頭設定參數，如表 4.6.2-11 所示。 

模式模擬程序上是以計畫範圍第一含水層為模擬水層，初步假設幼獅工業區

內目前進入第二階段調查的三處場址為可能的重金屬鎳污染來源。於三處場址中

心線放置五到十組追蹤質點(Particles)，以觀察由場址釋放的水流可能的流動路

線(Pathlines)。圖 4.6.2-23 與圖 4.6.2-24 即為計畫範圍地下水等水位線模擬結果

圖，分別模擬自然梯度、與加入工業活動及農業活動抽水效應下的流場分布狀況。 

由模擬結果顯示，圖 4.6.2-23 即為以自然梯度模擬計畫範圍地下水流流況，

由於此區西邊鄰近海岸線，自然水力梯度會向西邊傾斜，因此模擬自然梯度下的

地下水流場結果，顯示大區域流向為由東略偏西南。 

如前述，幼獅工業區另一個影響流況的因子為抽水效應，尤其經由前階段勘

查作業時發現工業區內各工廠幾乎都有設置一至兩座抽水井，且西南面農田密布，

農業用抽水井分布密度亦高，整體抽水量亦不可忽視，各監測井附近的局部區域

亦可能受到井群抽水效應的影響而改變水流分布，圖 4.6.2-24 即以前階段訪談

之抽水井分布、抽水量等參數，模擬井群對流況的抽水效應，模擬結果顯示

B00429 與 B00373 因為靠近幼獅工業區西南面邊界，受到區外農業活動抽水效

應影響頗大，地下水流場有向西南流動的趨勢，與本計畫在此兩座井施作的單井

流向流速儀量測結果相似。此外亦顯示靠近四好橋溝溪與西南面的農業區域，其

地下水流場的評估更形複雜。 

此外，在三處場址佈設追蹤質點以觀察可能傳輸途徑(Pathlines)的模擬結果，

顯示從景順與新能化工所釋放的質點，有可能在工業區西南面農業活動抽水效應

的影響下，水流途徑會流經 B00429 與 B00373 附近。因此，兩處場址若發生地

下水污染事件，亦有可能經局部流場污染到 B00429 附近區域。 

而泰億幼獅廠的部分，由於泰億到 B00429 之間的廠家抽水井位置與抽水量

目前掌握資訊尚少，尚在廣泛蒐集資料當中，因此現階段暫時不於泰億廠內設置

模擬質點。而初步觀察起來，從泰億離開的流場亦有機會流經 B00429 附近，最

後補注四好橋溝溪的機率亦高。 

綜合而論，就前述在本計畫無其他水文地質補助調查的情況下，本團隊嘗試

以單井流速流向儀與地下水模式模擬作業，評估此三家預備調查工廠與這兩座監

測井之間的流場關係。惟地下水模式模擬作業牽涉到很多水文參數的設定，本計

畫又無支援水文地質調查的額度，諸多資料都是取用文獻，現階段的模擬結果僅

能供作下階段調查作業的規劃參考。尤其 B00429 相對上游﹙東北方﹚卻是幼獅

工業區監測井密度最少的區域，若第二階段這兩座地下水監測井亦無法如期設置

的話，則此區域未來或下一期的調查作業，勢必將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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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 本團隊自行模擬，地下水模擬模式採用 ModFlow2000。 

圖 4.6.2-23 幼獅工業區局部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自然梯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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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 本團隊自行模擬，地下水模擬模式採用 ModFlow2000。 

圖 4.6.2-24 幼獅工業區局部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模擬抽水效應狀態） 

 

表 4.6.2-11 地下水流場模式之水頭模擬值與實測值校正表 

Case：模擬工業活動與農業活動抽水效應下的流場模式 

 
註：因此工業區抽水效應不易評估，本計畫僅為模擬 B00429 區域的流場

分布，因此以此兩座監測井之水頭數據作為校正對象。 
 

Case Model calibration 統計表現： 

======Calibration Statistics Report===== 
Calibration Statistics Report 
VMOD Calibration server Version 3.1.0 Build 89 

Model: DCIZ_VMOD09_1070809 
Parameter: Head [m] 
Time: Steady state 
Num. of Data Points : 2 
Max. Residual: 0.053 (m) at B00429/A 
Min. Residual: 0.008 (m) at B00373/A 
Residual Mean : 0.031 (m) 
Abs. Residual Mean : 0.031 (m)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0.022 (m) 
Root Mean Squared : 0.038 (m) 
Normalized RMS : 37.68 ( % )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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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能污染途徑的調查工作建議事項 

如前述由於 B00429 與 B00373 兩座監測井中間隔著四好橋溝；四好橋溝由大

甲幼獅工業區南側沿著工業區邊界向西北匯入海，沿線亦吸納工業區雨排設施，若

工業區部分廠商有意或無意將污水注入雨排設施，則四好橋溝水質與底泥將承受污

染，亦可能導致鄰近地下水質受到污染。另外，從前述本計畫蒐集之幼獅工業區地

下雨排渠道分布與設施來看，若地下雨排鋪面有破損或長期淤積底泥，亦可能是造

成污染地下水的途徑。地表水體設施亦是在搜尋污染途徑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重

要線索，惟今年並無其他經費可以補充調查這個部分，甚為可惜。 

本計畫查詢過去相關專案對於四好橋溝的調查紀錄，僅有「臺中市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應變調查計畫」曾對於大甲幼獅工業區污水廠放流口承受水體（四好大排）

執行底泥調查作業，依據該計畫近兩年的調查結果，整理如下表 4.6.2-12，發現大

甲幼獅工業區放流口承受水體底泥含重金屬銅、鉻、鎘、鋅及鎳濃度有升高現象，

而鋅及鎳濃度達底泥品質指標上限，銅及鎘則達底泥品質指標下限。顯然鎳是來自

幼獅工業區部分廠商的操作製程。 

因此，本計畫建議對於四好橋溝的底泥與水質應納入污染途徑的調查規劃內，

使得調查成果更為完整。惟本計畫並無補助底泥與水質的調查工作額度，建議未來

若經費充足時，或其他相關計畫有調查額度可支援時，可著手調查的方向建議如下： 

 勘查與建立四好橋溝沿線雨排設施匯入點，並建立匯入雨排的廠商名單。 

 通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提供區內事業運作更迭資料，並整合相關資料，調查

實際污染範圍，以利後續行政管理或管制措施，並追查上游污染源評估污染是否

來自工業區內，如現勘四好橋溝上游是否有工廠雨水溝排放，另需調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過去對於四好橋溝水質底泥檢測資料。 

 四好橋溝上游端: 於 B00373 井點上游沿線與雨排設施口進行底泥與水質取樣，

分析項目以重金屬為主。 

 四好橋溝下游端: 於離開幼獅工業區位置進行至少一處底泥取樣，以比對上下游

底泥重金屬含量的累積關係。此部分本計畫並無編列相關經費，若經費有限制，

建議可以考慮使用縮時膠囊建立線狀重金屬鎳篩測濃度分布樣本，再決定底泥是

否取樣。 

 

表 4.6.2-12 臺中市環保局於 105 與 106 年大甲幼獅工業區放流口底泥調查成果 

工業區名稱 
監測
年度 

放流口 

承受水體 
類型 銅 鉻 鎘 鉛 鋅 鎳 

下游 

河川 

底泥品質指標上限值 157 233 2.49 161 384 80.0 － 

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 50.0 76.0 0.64 48.0 140 24.0 － 

大甲幼獅工業區 
105 

四好大排 
區域 

排水 

48.3 43.9 <0.67 26.4 326 126 
四好溪 

106 116 63.8 0.778 19.9 421 691 

註：1.重金屬含量單位為 mg/kg。2.粗體灰底為達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底線粗體灰底為達底泥品質指標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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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B00373 相對下游端民井的污染情況，檢視過去相關計畫曾於 106 年 4 月

中旬對於 B00373 下游約 200 公尺範圍的三口民井進行調查，結果如下圖 4.6.2-25

所示，檢測結果尚無驗出重金屬鎳污染物質，顯示下游民井地下水質尚未受到污染

擴散的影響，但仍建議在上游工業區污染來源尚未阻斷前，相關計畫仍需持續針對

下游民井進行監測作業，以維護區外民眾用水安全。 

 

 

圖 4.6.2-25 臺中市環保局於 103 與 106 年所執行之區外民井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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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7 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ESA Phase II)執行成果 

經由前述八家工廠執行環境場址評估作業後，篩選景順實業、新能化工、泰億幼獅

廠等三家事業單位具較高之重金屬鎳污染潛勢，為進一步確認其土壤及地下水之環境品

質，優先執行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工作。 

現場土水調查作前，本團隊首先以地球物理透地雷達進行探測，以確認地下管線或

不明物體位置，參考探測結果以及工廠內廠區配置，規劃採樣調查點位，以現場即時快

速篩試工具，協助進行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與查證作業。本計畫所使用之現場調查方法包

含非破壞性地球物理探勘技術（透地雷達法）、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技術，相關調查方法說

明如下︰ 

一、第二階段-土壤污染查證採樣作業規劃 

(一)透地雷達法(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本計畫運用透地雷達主要為釐清地下管線、結構物及淺層污染（例如洩漏源）

分布情況，且可避免現場鑽井或採樣過程中破壞地下管線及結構物；另期望能藉

由透地雷達瞭解淺層地下污染可能現況。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於大甲幼獅

工業區有 3 處及總長 144 公尺的 GPR 探測額度。 

本計畫規劃在進入二階調查的三處場址，先執行透地雷達掃測作業，預計時

間是在七月第一週。掃測地點主要以圖 4.6.2-26~圖 4.6.2-28 三處場址的土壤採

樣點與監測井設置位置，以釐清是否有地下管線或淺層結構物，再搭配試挖作業，

可避免於採樣過程中誤鑿地下結構物，以零工安事故為第一優先。 

(二)土壤污染查證採樣作業規劃 

執行土壤採樣調查作業前，將依據前述地球物理及相關調查結果進行採樣規

劃，並依據「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3B)」及各工廠環境現況執行污染調查

規劃作業。土壤查證採樣方式與重點為︰ 

 土壤採樣及分析工作均依照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標準方法，並委託經環

保署認證許可之檢測機構執行；且土壤採樣過程中均需會同所轄縣（市）環

保機關人員在場，以確認污染調查數據之公信力。 

 土壤污染調查與規劃採樣之點位，將依據地球物理調查成果進行採樣規劃，

以避免誤擊地下管線，相關採樣點位均以 DGPS 量測座標。再依據本計畫

招標須知內容，本項工作規劃執行 9 組土壤採樣，亦即進入二階調查之每

家工廠平均僅能分配到 3 組土壤樣品。額度相當少，因此，僅能針對重要製

程區域或現勘時所發現之可能污染洩漏地區進行取樣作業。 

 為能取得具代表性之土壤樣品，規劃使用攜帶式篩試 XRF 進行樣品篩測，

以便於選擇較具有污染潛勢之土壤樣品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分析，確實瞭

解污染物組成及污染物濃度等資訊，且增加污染查出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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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徵選須知規範，本計畫有 45 組土壤樣品 XRF 篩測的額度，預計每處

土壤採樣點每 1 公尺分段篩測 1 組 XRF，以取得較高重金屬鎳污染潛勢的

樣品進實驗室分析土壤重金屬含量。 

 土壤檢測項目需依據調查名單之工廠事業製程、使用原物料及生產產品等

資料，研判可能之污染物質進行規劃，規劃以八種重金屬項目（銅、鋅、鎳、

鉛、鋅、鎘、汞、砷）為主。依據本計畫招標須知內容，本計畫有 9 組土壤

樣品檢測重金屬的額度，及使用鑽堡 45 公尺進尺數，亦即平均每組採樣點

取樣深度為 5 公尺，考量幼獅工業區地質特性，鑽探到 5 公尺可能遇到砂

礫層，因此採樣現場將再依實際鑽探結果調整進尺深度，實作實算。 

 於污染查證過程中對於採樣位置鄰近地表環境狀況，例如設施、或其他潛在

污染源（如管線可能洩漏處）均需拍照記錄，並確實填寫相關現場紀錄。 

 景順工業土壤污染調查點位配置規劃：此廠主要污染潛勢集中於金屬表面

清洗製程區（有地下儲坑與地下管線）、廢水處理區（調整池具高濃度鎳）、

集塵灰及污泥餅露天堆置區（雨水逕流潛勢高），因此有限的土壤取樣點分

配至此三處區域，土壤取樣分布如圖 4.6.2-26 所規劃，平均每點取樣深度

以 5 公尺估算，實作實算。此外，考量景順工業場址位於 B00429 的相對上

游地區，因此建議在景順所在地號內，集塵灰露天堆置區（相對於 B00429）

進行一口監測井設置作業。本計畫合約提供之監測井設置深度最大為 20 公

尺，相關監測井設置規劃請參閱後續第（三）點說明。此外，由於景順公司

操作製程區走到狹小，考量採樣當時鑽堡等重機械可能無法進入，因應方案

為靠近金屬表面製程區之採樣點（圖 4.6.2-26 之 S01 點），視現場採樣情況

以橫向計畫（「107 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應變措施計畫」）支

援以人工採樣方式辦理，採樣深度至地表下一公尺，此部分已另由該專案提

送規劃書經環保局審核後核備。 

 新能化工土壤污染調查點位配置規劃：此廠主要污染潛勢集中於硫酸鎳原

料露天儲放區（雨水逕流潛勢高）、廢水處理區（調整池具高濃度鎳）、製程

儲槽區（地面有硫酸鎳溢漏痕跡），因此有限的土壤取樣點將分配至此三處

區域，土壤取樣分布如圖 4.6.2-27 所規劃，平均每點取樣深度以 5 公尺估

算，實作實算。此外，考量新能化工位於 B00429 的相對上游地區，即圖

4.6.2-34 的 B 區，因此建議在新能化工場址範圍內，硫酸鎳原物料露天堆

置區（相對於 B00429）進行一口監測井設置作業，本計畫合約提供之監測

井設置深度最大為 20 公尺。相關監測井設置規劃請參閱後續第（三）點說

明。 

 泰億幼獅廠土壤污染調查點位配置規劃：此廠主要污染潛勢集中於電鍍製

程區（鋪面不理想）、廢水處理區（調整池具高濃度鎳）、污泥餅儲放區（僅

以紙袋儲放），因此有限的土壤取樣點將分配至此三處區域，土壤取樣分布

如圖 4.6.2-28 所規劃，平均每點取樣深度以 5 公尺估算，實作實算。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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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億幼獅廠位置較偏工業區東側，且與景順及新能化工比較起來，對於

B00429 相對較遠，因此，本計畫無法再提供設井額度於此廠，建議待土壤

污染調查結果出爐後，再考量是否需要向其他橫向計畫提出補充設井支援。

此外，泰億幼獅廠東面廠房後方有雨排渠道，於 107 年 8 月 15 日執行採樣

工作時，視情況以橫向計畫（「107 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應

變措施計畫」）支援以人工採樣方式辦理，於雨排渠道採集底泥樣品送樣分

析六大重金屬項目，以取得污染途徑之關聯性，此部分已由該專案提送規劃

書送環保局審核後核備。 

 

 

圖 4.6.2-26 景順工業第二階段土壤調查採樣點規劃配置圖 

 

圖 4.6.2-27 新能化工第二階段土壤調查採樣點規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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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28 泰億幼獅廠第二階段土壤調查採樣點規劃配置圖 

(三)第二階段調查期程作業 

關於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作業期程如下表 4.6.2-13 所示。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提送幼獅工業區地下水受重金屬鎳污染調查成果報告，完成

第二階段調查作業。 

表 4.6.2-13 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期程表 

序 工作項目 作業時間 備註 

1 
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規劃書審查作業 
107/08/03  

2 透地雷達掃測作業 107/08/06 至 107/08/10 

以 GPR 確認土壤採樣點附近之

地下管線與地下結構物，工安第

一 

3 土壤進場調查採樣作業 
107/08/15 
107/08/16 

 

4 土壤樣品檢測分析作業 107/09/07  

5 
提送土壤調查成果報告暨地下水

污染調查規劃書 
107/09/14 以前提送 

針對土壤調查結果執行污染成因

或途徑解析作業，以及綜合評估

地下水污染調查規劃作業 

6 地下水監測井設置作業 107/09/25 至 107/09/26  

7 新設井地下水採樣作業 107/10/04  

8 新設井地下水樣品檢測分析作業 10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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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幼獅工業區地下水受重金屬鎳污

染調查成果報告(初稿) 
107/10/31 

按照合約規定已於 10 月下旬前

提送幼獅工業區調查成果報告 

 

二、第二階段-土壤污染調查與查證結果 

本計畫於 107 年 08 月 13 日開始執行透地雷達掃測作業、08 月 14 日至 08 月

15 日順利完成景順公司、新能公司、泰億幼獅等三處場址土壤查證作業。以下分述

各場調查狀況與檢測結果，並依此結果提出後續地下水污染查證規劃。 

(一)透地雷達(GPR)掃測結果說明 

本計畫於 8 月 13 日完成透地雷達掃測作業，探測工廠依序為景順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新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泰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每處鑽

孔位置至少探測 2 條測線以上，以確認預計採樣調查區域之地下管線或設施分

布現況，以策安全。透地雷達施測工作總計完成 26 條透地雷達測線，探測總

長約為 142.6 公尺。基於採樣及設井調查安全，透地雷達探測主要於規劃開挖

工程區域及土壤採樣位置周圍佈設，藉由地下反射訊號成像之結果判斷地下的

管線與結構物的位置與深度。 

地下管線的走向常無法預先知道，未避免因測線與管線不垂直所可能導致

判釋上可能的偏差，現場每區探測區域，均使用兩組不同方向的測線進行探測，

並同時進行 Radio detector（電磁波管線探測器）進行探測，探測出地下電纜

線埋設位置，透地雷達使用之天線頻率為 400 MHz，最佳解析深度可釐清地面

下 0 至 2.5 公尺範圍內之管線、電線與結構物。若現場有干擾造成訊號研判不

易時，則視情況增加測線數量，以相互佐證，透地雷達訊號如遇到管線或地下

結構物會呈現繞射之反射特徵，相互比對各測線成果，可研判地下管線與結構

物之位置與走向，透地雷達測線資料與採樣點位整理於表 4.6.2-14 中。 

透地雷達法探勘結果顯示地下管線及電纜線約在地表下 0.3～1.0 公尺左

右，探測成果與地下管線標示如圖 4.6.2-29～圖 4.6.2-31 所示，根據透地雷達

探勘結果，重新調整後續鑽探採樣合適位置，採樣工作前均先取得廠區負責代

表同意鑽探與開挖位置，以確保後續工程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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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14 第二階段土壤及地下水採樣點透地雷達測線資彙整表 

測線編號 
天線頻率

（MHz） 
施測長度（m） 探測深度（m） 探測位置 

A-1 400 6.4 2.5 景順公司-第 1 點 

A-2 400 4.5 2.5 景順公司-第 1 點 

A-3 400 6.6 2.5 景順公司-第 2 點 

A-4 400 6.6 2.5 景順公司-第 2 點 

A-5 400 6.5 2.5 景順公司-第 3 點 

A-6 400 3.9 2.5 景順公司-第 3 點 

A-7 400 7.6 2.5 景順公司-第 4 點備取 

A-8 400 6.4 2.5 景順公司-第 4 點備取 

B-1 400 6.6 2.5 新能公司-第 1 點 

B-2 400 4.2 2.5 新能公司-第 1 點 

B-3 400 4.4 2.5 新能公司-第 2 點 

B-4 400 3.2 2.5 新能公司-第 2 點 

B-5 400 5.2 2.5 新能公司-第 3 點 

B-6 400 7.9 2.5 新能公司-第 3 點 

B-7 400 2.9 2.5 新能公司-第 4 點 

B-8 400 4.9 2.5 新能公司-第 4 點 

B-9 400 4.7 2.5 新能公司-第 5 點 

B-10 400 4.8 2.5 新能公司-第 5 點 

B-11 400 6.1 2.5 新能公司-第 6 點 

B-12 400 6.4 2.5 新能公司-第 6 點 

C-1 400 6.5 2.5 泰億工業-第 1 點 

C-2 400 4.5 2.5 泰億工業-第 1 點 

C-3 400 5.9 2.5 泰億工業-第 2 點 

C-4 400 4.8 2.5 泰億工業-第 2 點 

C-5 400 5.2 2.5 泰億工業-第 3 點 

C-6 400 5.5 2.5 泰億工業-第 3 點 

總計 142.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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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評估：地下管線分佈在地表下約 0. 4～0.8 公尺。 

 

 

圖 4.6.2-29 透地雷達法探勘景順公司地下管線與設施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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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評估：地下管線分佈在地表下約 0.3～1.0 公尺。 

 

 

6  

圖 4.6.2-30 透地雷達法探勘新能公司地下管線與設施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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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評估：探測預計採樣範圍無地下管線埋設。 

 

 

圖 4.6.2-31 透地雷達法探勘泰億幼獅廠地下管線與設施成果圖 

 

本計畫於透地雷達掃測完成後，隨即依照前述規劃程序，於民國 107 年 08

月 14 日開始於三處場址進行土壤污染調查作業，共計採集 10 組土壤樣品，包

括景順 4 組樣品、新能 3 組樣品、泰億 3 組樣品。每組採樣點原規劃採集至地下

5 公尺，但大甲幼獅工業區地層多是卵礫石層，多數採樣點至地下 3 公尺即不容

易鑽探(即使已經使用鑽堡，若要強行貫入，需要開啟風車，會導致廠商製程區粉

塵漫佈，反而因為採樣作業造成空氣污染事件)，每組採樣點依照現場採樣情況，

以 0.5~1 公尺分段，以 XRF 篩檢(部分分段回收率較佳者，再增加現場篩檢，以

縮減分段)後，取相對重金屬鎳含量較高之土段，送實驗室分析八項重金屬。實驗

室於 107 年 09 月 07 日完成內部品保品管作業，檢測結果依場址分別登錄於下

文，其中景順公司有一組土壤樣品 S03 重金屬鉻含量超過管制標準、W01 鎳含

量超過監測標準；新能公司有一組土壤樣品 S03 重金屬鎳含量超過監測標準；

泰億公司則三組採樣點重金屬含量皆在監測標準值內。以下依次說明各處場址調

查過程與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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